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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抢红包、网上逛大集、“冷门”出境游——

春节假期“拇指经济”绽放异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摆脱假期综合征摆脱假期综合征，，这里有妙招这里有妙招

1月29日，游客在哈尔滨防洪纪念塔附近与“金鸡
报晓”冰雕合影。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二，在冰城黑龙江
哈尔滨，许多游客赏冰玩雪过大年。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1 月 30 日，游客在北京地坛春节文化庙会上游玩。
春节是欢乐的日子，外出辛劳的人利用假期与家人团
圆，人们扶老携幼，逛庙会、赏民俗。

陈晓根摄 （新华社发）

1月30日，重庆湖广会馆内，游客近距离体验茶艺表
演。经过 3 个多月升级改造的重庆湖广会馆于 1 月 28 日
农历正月初一重新开馆迎客，游客可现场感受川剧变脸、
蜀绣、剪纸等传统文化。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春节小长假结束春节小长假结束，，上班一族又要回归到正常工作上班一族又要回归到正常工作
时间时间。。不少网友反映不少网友反映，，节后的前几个工作日总是感觉节后的前几个工作日总是感觉
精神疲惫精神疲惫，，无法进入无法进入““角色角色””，，甚至出现肠胃不适甚至出现肠胃不适、、厌食厌食
等症状等症状。。专家表示专家表示，，这些都是假期综合征的表现这些都是假期综合征的表现。。如如
何才能尽快摆脱假期综合征何才能尽快摆脱假期综合征？？

网友网友：：什么是假期综合征什么是假期综合征？？假期综合征的危害有假期综合征的危害有
哪些哪些？？

主持人主持人：：北京友谊医院营养师顾中一表示北京友谊医院营养师顾中一表示，，假期综假期综
合征其实并不是一个医学名词合征其实并不是一个医学名词，，只是民间用来特指在只是民间用来特指在
长假之后出现的长假之后出现的（（特别是春节黄金周和国庆黄金周特别是春节黄金周和国庆黄金周））各各
种生理或心理的表现种生理或心理的表现。。春节期间春节期间，，由于没有明确的作由于没有明确的作
息时间息时间，，不少人起居时间不定不少人起居时间不定，，原有的生活规律被打原有的生活规律被打
破破，，人体的生物钟被强行改变人体的生物钟被强行改变，，使得神经系统使得神经系统、、消化系消化系
统统、、循环系统等出现不适循环系统等出现不适，，此时人体抵抗力下降此时人体抵抗力下降，，各种各种
疾病会乘虚而入疾病会乘虚而入。。

此外此外，，一些有糖尿病一些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患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患者，，
由于节日期间暴饮暴食由于节日期间暴饮暴食，，过度饮酒和过度疲劳造成了过度饮酒和过度疲劳造成了
原有疾病的急性复发原有疾病的急性复发。。按照以往的规律按照以往的规律，，每次长假过每次长假过
后后，，胃肠科消化系统疾病胃肠科消化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心脑血管心脑血管
病患者发病率要比平时高出不少病患者发病率要比平时高出不少。。

网友网友：：长假过后长假过后，，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身体和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身体和
情绪情绪？？

主持人主持人：：对于长假期间睡眠不规律的人对于长假期间睡眠不规律的人，，可以在长可以在长
假最后一天补充睡眠假最后一天补充睡眠，，保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保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以调整以调整
好人体生物钟好人体生物钟，，长假过后的几天长假过后的几天，，不妨下班后尽量待在不妨下班后尽量待在
家中当家中当““宅男宅女宅男宅女””，，给身体一个健康给身体一个健康““缓冲带缓冲带””，，尽量将尽量将
自己的睡眠和生物钟慢慢调整过来自己的睡眠和生物钟慢慢调整过来。。

对于一些人长假过后对上班产生的心理恐惧对于一些人长假过后对上班产生的心理恐惧，，工工
作中精神不能集中作中精神不能集中、、身体疲劳等情况身体疲劳等情况，，建议一定要积极建议一定要积极
面对面对。。怠工的态度一定要拒绝怠工的态度一定要拒绝；；从生活安排到作息时从生活安排到作息时
间都作出适应工作节奏的调整间都作出适应工作节奏的调整；；每隔每隔 11 小时就让自己小时就让自己
活动一下活动一下，，站起来走走站起来走走、、做几个深而慢的呼吸做几个深而慢的呼吸；；还可以还可以
通过闭目养神通过闭目养神、、听听音乐听听音乐、、看看窗外的景色等方式减轻看看窗外的景色等方式减轻
疲劳疲劳，，让自己尽快调整状态让自己尽快调整状态。。

网友网友：：老年人在长假前后有什么老年人在长假前后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要特别注意的吗？？
主持人主持人：：由于大部分人认为只有上班族才会出现由于大部分人认为只有上班族才会出现

假期综合征假期综合征，，往往容易忽略老年群体往往容易忽略老年群体。。77 天的长假使天的长假使
老人习惯了子女的陪伴老人习惯了子女的陪伴，，可假期过后子女纷纷离开可假期过后子女纷纷离开，，前前
后明显的落差使老年人产生失落感和孤独感后明显的落差使老年人产生失落感和孤独感，，这种情这种情
感体验使老年人产生情绪低落感体验使老年人产生情绪低落、、焦虑不安焦虑不安，，若不及时干若不及时干
预容易发展成节后综合征预容易发展成节后综合征。。

顾中一建议顾中一建议，，老人在节后要注意调节情绪老人在节后要注意调节情绪，，避免急避免急
剧变化剧变化，，伤心又伤身伤心又伤身。。尤其是在孩子离开家之后尤其是在孩子离开家之后，，更应更应
该积极主动地与外界接触该积极主动地与外界接触，，与人交往与人交往。。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吴佳佳吴佳佳））

春节期间，相继发生了马来西亚中国游客船只失联
事件，宁波雅戈尔动物园老虎咬人事件和湖北荆州恒信
旅游公司大巴侧翻事件。针对上述事件，国家旅游局办
公室日前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安全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级旅游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旅游安全“红
线”意识，落实旅游安全“首位”要求，依法加强旅游
安全监管，坚决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消除各类
旅游安全隐患。

近年来，随着旅游出行人数持续攀升，旅游安全，尤
其是长假期间的旅游安全已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业内
人士表示，旅游管理部门、旅游公司和游客需共同努力，
才能为“高高兴兴出游、平平安安回家”保驾护航。

国家旅游局新闻发言人薛亚平表示，目前旅游过年
已成为一种趋势，因此游客在出游中应绷紧安全文明两
根弦。在旅途中，游客应遵纪守法、遵守规则、尊重旅游
目的地风俗。同时，游客应听从并遵守旅游活动中的各
类安全提醒和提示，勿到未开放的旅游山区和危险山区
游玩；尽量避免在无人管理的山地游玩；不在无救生人员
管理的深潭、溪流水域游泳及戏水；游泳、坐船和漂流务
必要去有救生衣和安全防护到位的正规场所。

与此同时，对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暂时限制旅游
活动的措施以及有关部门、机构或者旅游经营者采取的
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应当予以配合，否则将承担相
应责任。

据了解，国家旅游局已出台《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
理暂行办法》，规定了游客因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
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秩序，破坏公共环境
卫生、公共设施，违反旅游目的地社会风俗、民族生活习
惯，损毁、破坏旅游目的地文物古迹，参与赌博、色情活动
及严重扰乱旅游秩序的其他情形等六种行为受到行政处
罚、法院判决承担责任的，或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
应当纳入旅游部门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

当然，文明旅游是我国游客对自己的一种承诺，也是
对国家的一份责任。然而，面对旅游出行屡屡出现的安
全漏洞，我国各级主管部门应该也要兑现对游客的承诺
——健全制度，加强监管，建立应急预案，全面保障游客
的人身安全。

上海财经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何建民建议，旅游管
理部门应针对主要旅游目的地深入排查、治理旅游安全
隐患，堵塞旅游安全漏洞，强化旅游安全措施，加强全国
旅游安全普及教育等；借鉴国际经验，将旅游国际援助纳
入国家区域援助计划中。此外，购买旅游保险也是一项
必要措施。

出游时安全和文明两根弦都不能松

世 界 那 么 美 游 客 别 任 性
本报记者 郑 彬

“抢抢微信群里的红包，刷刷
视频网站上的热门剧，拿网购回来
的年货食材给爸妈做两个新鲜菜，
离开手机，简直节都不会过了。”
北京公司白领刘晓璐告诉记者。随
着互联网深深渗透进人们的生活，

“拇指经济”也让春节充满“新气
象”。来自中国移动的数据显示，
今年除夕和初一两天，用户点对点
短信数量同比减少 48.97%；通话
计费时长同比下降 16.29%；但与
此同时数据流量达到 6 万多 TB，
同比增加102.73%。

“手机抢红包”显然是其中最
重要的“新年俗”，和过去几年互
联网巨头们的“红包大战”相比，
今年尽管硝烟不再，但红包收发数
据却依然火热。

来自微信的数据显示，仅大年
三十这一天，全国共收发微信红包
142 亿个，比去年增长 75.7%；零
点前后，微信红包祝福达到峰值，
每秒收发达到 76 万个。山东滨州
的一位用户一天收到了 10069 个
红包成为“全国冠军”，平均每 8
秒钟就收到一个红包。

在手机 QQ 方面，QQ 红包的
参与用户数量也达到了创纪录的
3.42 亿 人 ， 其 中 90 后 占 比 达 到
68%，用户共领到 37.77 亿个现金
红包和卡券礼包。

“去年欠大家的‘敬业福’都
还上了！”来自支付宝的数据显
示，共有超过 1.6 亿人集齐五福。
尽管绝大多数人领到的都是一元多
钱的红包，但“扫福字集福卡”和

今年支付宝 AR （增强现实） 红包
的技术含量却不低，它们和手机
QQ 的“LBS+AR”（位置服务+增
强现实） 红包一起，将 AR 技术推
到更多普通人面前。

业内专家分析，今年春节的
手机红包，仍然是社交和支付市
场的攻防战，各平台之间依旧是
在相对优势的领域进行防守，在
弱势领域进攻，并围绕 AR 进行
科技上的竞争。腾讯公司副总裁
殷宇表示，今年春节 QQ 红包活
动再创新高，得益于 AR 技术的
创 新 应 用 。 年 轻 用 户 的 积 极 参
与，可以看到前沿科技在年轻人
中的关注度正不断上升。

手机红包折射出的是社交经济
的蓬勃活力，而春节市场上的其他
互联网基因，也在不断展现出消费
升级的巨大能量。

“城里餐桌变健康，农村选择
变时尚”。这是今年各大电商平台
所发布的“年货大数据”共有特
征。来自阿里巴巴的数据显示，在
年夜饭食材的采购中，生鲜食品占
比逐年提高，新鲜水果和新鲜蔬菜
增幅尤其显著。在阿里巴巴统计的
全网最畅销十类土特产 （大米、海
参、橙子、腊肠、燕窝、冻虾、苹
果、蜂蜜、枸杞、车厘子） 中，腌
渍食品只占一席，水果却有三种。
京东数据也显示，京东年货节期
间，生鲜品类销量较 2016 年同期
日均增长近4倍，进口生鲜销量同
比增长超过 14 倍。无论是销售数
据还是热搜词排行，奇异果、车厘

子、澳洲牛肉等都名列前茅。
而在低线市场和偏远地区，消

费者在年货选择上的“时髦”程度
则令人吃惊。智能手表、智能摄
像 、 智 能 手 环 ， 甚 至 VR 头 盔 、
VR 眼镜等新鲜玩意儿，纷纷进入
村民的年货清单。数据显示，今年
淘宝年货节，智能设备在农村的销
量同比去年增长了 30%。克拉玛
依、巴音郭楞、乌鲁木齐等西部地
市则在“意料之外”，成为对“洋
年货”最为偏好的地区。

除了购物的潜力不断释放，出
境游的内容也逐渐变得多元化。
“‘白色之城’卡萨布兰卡，古城
拉巴特，杰瑞德盐湖，撒哈拉沙漠
⋯⋯今年的春节来点不一样的味
道。”沈阳一家医药公司的销售主
管黄常敏这个假期和妻子去往北非
的摩洛哥和突尼斯旅行，“我们俩
家都在本地，所以每年春节基本都
出门玩，泰国、日本、欧洲、澳大
利亚这些国家都去过了，现在更想
去一些冷门国家。”

来自途牛旅游网 2017 春节黄
金周旅游趋势大数据显示，今年
春节假期，从出游人次增速最快
目的地国家榜单来看，包含摩洛
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约旦
在内的中东非洲市场，包含玻利
维亚在内的南美洲市场，包含冰
岛、丹麦、斯洛伐克、瑞典在内
的北欧、中欧市场，这些新兴旅
游市场正在成为出境游亮点，中
国游客越玩越会玩，而旅游产品
也随之不断创新。

崭新的互联网在传统节日春节
中的表现已足够说明，消费者的消
费心理和消费偏好正发生巨大改
变，怎样抓住这些变化，将是进一步
拉动消费，响应消费升级的关键。

在今年的手机红包中，微信和
手机 QQ 都推出了“面对面”红包，
手机QQ和支付宝“试水”了增强现
实技术，尽管互联网厂商们表示这
些新玩法主要是为了提供游戏性，
增强春节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但

“买家没有卖家精”，新的尝试其实
都是为线下商家与线上融合的新方
式投石问路。拿“AR 红包”来说，
利用这一技术，线下商家可以在店
铺中提供包括扫海报得红包，实景

红包返现等新的营销方式，并由此
创造出新的消费场景。

互联网厂商的新尝试，根本原
因正来自于消费者端出现的变化。
从今年春节市场中消费者的表现来
看，无论是他们对AR技术表现出的
浓厚兴趣，还是他们在年货采购，旅
行目的地上的新选择，都在证明着，
随着“数字时代原住民”的“85 后”

“90后”年轻一代逐渐成为消费主力
人群，他们“爱玩求新”的特质在深
刻影响他们在消费上的新选择。

新选择带来新变化。品牌商和
零售商在商品制造与服务设计不断
更新符合个性化、碎片化的消费需
求的同时，商品和服务触达消费者

的渠道同样需要更新。纵观去年一
年移动互联网与消费“亲密接触”的
新场景，无论是优质内容引导的口
碑营销，还是直播与电商的结合，或
者线上与线下的深度互动，其实都
是这样的渠道创新，通过提供新的
消费场景来唤起消费者新的消费需
求，在今年的春节市场，无论是网购
年货中被追捧的土特产直播，还是
大量品牌商发出的增强现实红包，
正是这种渠道创新的又一写照。

“场景化”已成为释放消费潜力
的重要新方式，谁能够抓住这样的
新趋势，谁就能更好地抓住消费者
的心，这也正是互联网新年味儿的
真意。

抢红包、集五福、网购新年食材⋯⋯这些新形式的加入让春节气氛更加浓郁。随着新技术、新手段不断

涌现，办年货、贴春联、挂年画等传统年俗新意满满，更让消费活力焕发出更多生机。春节是传统的延续，

也是透视社会变迁的窗口，更多“新潮”的过节方式，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

消费“新场景”带来新消费
安 之

1 月 30 日，孩子们在江西新余市图书馆看书。春节
期间，许多市民来到新余市图书馆读书，在书香中度过一
个充实的假期。 周 亮摄

1月31日，市民结伴来到北京陶然亭公园，在宽阔的
冰面上滑冰娱乐。春节期间，冰雪运动逐渐成为新时尚。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在天津工作的马涛改变了以往
走亲访友的过年方式，一家 3 口人
自驾3个多小时到北京古北水镇旅
游过年。马涛说：“这里环境优美，
我们吃到了地道的农家菜，孩子还
体验了扭秧歌、踩高跷等民俗表演，
特别开心！”像马涛一样，这个春节，
不少居民以全家旅游的方式，在不
同的旅游目的地庆祝新春佳节，享
受新的美景美食和不变的团圆。

记者从国家旅游局获悉，春节
期间，全国旅游市场运行平稳、秩序
井然，旅游消费热情稳步释放。各
地民俗节庆活动精彩纷呈，家庭团
聚出游暖意融融，出境旅游带动中
国元素遍洒全球。根据国家旅游局
数据中心综合测算，春节期间，全国
共接待游客 3.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13.8%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4233 亿
元，同比增长15.9%。

传统庙会、民俗灯会、春节祈
福、温泉度假、乡村休闲、文化娱乐
等旅游活动，成为人们欢度春节的
主要选择。其中，乐园、冰雪、温泉、
祈福等四类景区在春节最热闹。北
京、山西、辽宁、重庆、贵州、江西等
地以“过大年”为主题的新春庙会、
民俗灯会、龙狮巡游和年俗活动吸
引了广大游客和各大媒体直播，游

客量大涨。多地在吃、厕、住、行、
游、购、娱基础上，推出满足文、商、
养、学、闲、情、奇等新七大要素的各
具特色的旅游节庆活动和产品，让
游客获得全方位的假日旅游体验。

邮轮游、冰雪游、亲子家庭游、主
题游市场热度不减。调查显示，普吉
岛、巴厘岛、济州岛、冲绳、长滩岛、马
尔代夫、沙巴、芽庄、塞班岛、斯里兰
卡是游客度假的热门海岛。带小朋
友去乐园亲子游也是出游的一大动
力，上海迪士尼乐园、广州长隆旅游
度假区、澳门渔人码头等颇受欢迎。
年轻人热衷的滑雪溜冰、看北极光和
冰雕的冰雪路线仍受追捧。邮轮游
已成为国民出游新方式，今年春节邮
轮出游人次增长达1.7倍。

乡村旅游是春节假期旅游消费
的重要选项。以乡村农家乐、娱乐
休闲、民俗文化、城乡探亲游等为特
色的乡村旅游成为春节短线旅游的
主力，重庆、北京、广州、成都是乡村
游的主要客源地。春节期间，黑龙
江推出“奇妙的冰雪大年”“林海人
家过大年”等组合型产品；河北、山
西等地推出“春节到农家过大年”旅
游精品线路，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
择。

贵州、福建、海南等地依托当地

丰富的山地、森林、滨海、海岛旅游
资源，推出山地旅游、森林旅游、滨
海旅游、海岛旅游、温泉旅游、康养
旅游等多种新产品新业态，邀请北
方游客到本地避寒。今年的央视春
晚分会场第一次落户四川省凉山州
西昌市，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世界
游客的关注。凉山分会场的大年夜
以“火”为主要元素，展现出凉山的
民族风情和四川人民如火的热情，
对当地旅游形象起到极大的宣传效
应，成为春节长假的一大亮点。

在国内旅游市场蓬勃发展的同
时，我国居民前往境外旅游热情提
高。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春节期
间，出境旅游人次将超过600万，中
国春节成为“全球黄金周”。为此，
全球不少国家在“争抢”中国春节出
游的游客：美国华人社区组织春节
鲜花年货集市和春节游行等，洛杉
矶迪士尼举办了为期3周的中国新
年庆祝；英国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
加广场以舞龙舞狮队表演庆祝中国
新年。

业内人士表示，在收入增长、消
费需求升级等因素的推动下，春节
期间，中国游客越来越倾向于选择
更便利、更安全稳定、更热情友好、
自然与生活环境更好的目的地。

国内旅游丰富多彩 出境旅游热情提高

多业态旅游产品遍地开花
本报记者 郑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