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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绿地更需“文明养料”
司马童

春节将至，您打算以什么样的方式过年？请看读者的建议——

在传承和创新中过大年
编者按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穿新衣、放鞭炮、吃年夜饭、领压岁钱……这些传统年俗延续至

今，给我们带来了熟悉且地道的年味儿。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科技发展进步，网上拜年、旅游过年等过

节新方式的出现，为新年增添了新的意趣。传统的年文化正在与现代科技元素、生活方式等更紧密融

合。今年，您打算以什么样的方式欢度春节？让我们听一听经济日报读者的声音。

过 个 快 乐“ 文 化 年 ”
王宗征

为 百 姓 拍 全 家 福
吉建平

陪 母 亲 做 年 夜 饭
李英锋

爱 满 回 家 路

带 着 家 人 去 旅 游
胡勇俊

社区旧衣回收应规范透明
曹建明

帮父亲上网学烹饪
胡 霞

1月 24日，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青山客运站客运员周水

兰（中）正在为旅客服务。2019年春运期间，该客运站开展了

“爱满回家路”活动，为旅客热情周到服务，温暖旅客归家

路。 邓 鑫摄 （中经视觉）

1 月 21 日，骑车返乡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一处“爱心驿

站”免费加油。当日，在福建省福州、泉州、厦门、漳州

等地，5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骑摩托车踏上返乡路。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从记事开始，每到过年，我的一大爱
好就是陪母亲做年夜饭。如今，我已40
岁出头，依然像孩子似的乐此不疲。

大年三十这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吃
团圆饭。母亲循例会早早准备好各种菜
品的原料，盘盘碟碟，黄白青绿，单从视
觉上就能勾起人的食欲。母亲做菜很有
天分，煎炒烹炸，样样拿手。母亲在灶前
炒菜时，我都会在旁边占据一个近水楼
台先得月的有利位置观看。当然，观看
的目的主要是享受——闻一闻菜的香
味，偷吃一两口。除了物质享受，还有精
神享受，每一道菜都是一种过年的仪式，
看一道道菜陆续出锅装盘，心中的年味
也越来越浓。看着年逾古稀的母亲依然
能够胜任“总厨师长”，娴熟地翻炒操作，
给母亲递个勺子、端个盘子，听着母亲的
唠叨，深切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年的内
涵、人伦的快乐，这就是最大的快慰。

母亲每炒好一道菜，都由我端上

桌、报菜名，最后一道菜上桌后，我还
要统计盘点，数一数菜品数量，说一说
菜品的质量和变化。我年幼时，正值改
革开放之初，家里用的是一个小炕桌，
年夜饭也就七八个家常菜。到了 2000
年左右，家里的日子开始有了起色，年夜
饭逐渐丰盛起来，菜品的数量达到十几
个，对虾、螃蟹等也进入菜谱，炕桌换成
了圆桌。这几年，父亲的退休金逐年递
增，作为农民的母亲也有了退休金，看病
有农村合作医疗做保障，我和弟弟工作
无虞，家里的日子就更宽裕了，年夜饭的
菜品数量递增，母亲也掌握了烹饪香辣
虾、清炒扇贝、鸭黄豆角等新技能。

一年又一年，陪母亲做年夜饭，在年
的轮回中，在年夜饭的“加法”中，感知着
亲情的温度，家庭的向好，国家的发展，
总是让人感恩，让人庆幸，让人期待。

（作者单位：河北省滦南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9年新春即将到来，怎样度过这
个美好的日子，多数人正在制定计划。
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对自己的新春佳
节做了认真的规划，就是拿起相机，为百
姓拍全家福，记录这个美好时刻。

以往，在不少家庭的墙壁上，都会有
用木相框装裱的全家福，就像是影像的
家谱。如今，众多影楼打出各种各样的
摄影主题，婚纱照、亲子照、写真集、孕妇
照，以全家福为主题的却很少。为填补
这个空缺，我准备拿起相机，为普通百姓
拍摄全家福。

全家福记录家庭现状。全家福是全
家人的合影，记录了一个家庭所有成员
的影像，对于讲究大团圆的中国人来说，
一张全家福定格了家庭成员的团圆及很
多美好回忆，意义非同寻常。

全家福促进家庭和谐。一张好的艺
术家庭照，能起到凝聚家人的作用。如
今，可以选择传统服饰，拍上一组民族味

十足的全家福；也可以穿上便装，拍上一
组富有生活气息的全家福。当一家人异
口同声地喊出“茄子”的一刹那，便是最
温馨的时刻。尤其是当孩子们长大离开
家，父母看到这幅温情的家庭照，就不会
有失落的空巢感；离家的孩子也会因这
幅家庭照加倍思念亲人，经常回家探望
年迈的父母。

全家福反映社会现实。全家福与社
会发展紧密相连，从照片里的人数、年
龄、家庭成员结构、着装等方面，可以
反映出社会人口增长、家庭经济条件、
社会福利等发展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新春佳节
这个团圆时刻，有许多需要我们记录的
点滴。家庭是温馨的港湾，也是社会的
细胞，值得我们记录。当我们将拍好的
全家福放在家中时，看着几代同堂的温
馨场面，整个家就充满了温暖。

（作者单位：山西省原平市农商行）

几天前，听母亲说起父亲又被请去老
家，堂弟娶媳妇，给他们做酒席去了。父亲
炒得一手好菜，谁家有红白喜事都喜欢请
他。每到春节，家里的年夜饭无一例外是
父亲来操办准备。

在我还小的时候，父亲就爱琢磨如何
焖烧煮炒，把菜做得更有滋味，他炒的菜被
大家广泛称赞。我记得，他常常会自己晒
一些“新余蜜橘”橘子皮，晒干捣碎拌入干
辣椒粉中一起下锅配荤菜，鲜辣爽口，真是
美味极了！我最爱吃的还是父亲做的“水
北腌粉”和红烧鱼。那味道无人能及！

这两天，我像往常一样回到家里，外面
寒风刺骨，家门香气扑鼻而来，父亲正在厨
房里忙碌着。饭后，我们拿起手机聊天、看
电影、玩游戏……父亲坐在边上看得眼馋，
边剥大蒜边问我：“霞霞，你帮我看看网上
的这个菜是怎么炒的？”

我转身看看父亲，眼睛落在他的手上，
我这才恍然大悟，哥给父亲买了个智能手
机教他用了两次，但至今父亲还用得不熟
练，难怪我每次发微信给他都没有回音。
父亲已经60多岁了，对电子信息产品不像
现在的年轻人一上手就会用。父亲做得一
手好菜，可他还想学习如何把菜做得更好，
甚至开始到网上找一些窍门。

平日里，我们兄妹只顾自己忙碌，也
没坐下来问他是否已学会熟练使用智能手
机。马上过年了，父母亲又在为过年忙
碌，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对！陪父亲
一起用手机上网，下载一些美食视频，学
几道新菜的做法，跟父亲一起准备年夜
饭，之后跟父母聊聊有趣的家乡事，畅想
今后的美好生活。我想，这才是最值得回
味的年味。

（作者单位：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委宣

传部）

今年过年不收礼，带着全家去旅
游。猪年春节，我决定改变传统走亲访
友、美食饱餐、打牌玩乐等过年方式，带
着我的家人，去迎春赏景、开阔视野、舒
畅身心，让过年行走在旅途中！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农历大年三
十正逢立春节气，春回大地，万物萌发，
不仅空气中充满了向上的气息，大自然
更是生机勃勃。如果按照往年的过法，
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大吃大喝，不仅感受
不到春的气息，还容易造成“节日病”。

春节出游具有诸多便利和优点。春
节期间，不仅高速公路免费，而且很多景
区景点不放假，还特意装点了年味，满足
市民的节日需求。此时，丢掉繁琐的应
酬，或跟随旅行社，或自驾举家出游，家
人们一边欣赏美景、感受大自然，一边在
春日时光里探寻景区景点，不仅开阔视

野、有益身心，也凝聚了亲情。
旅游过年益处多，但要想让这种新

的过年方式成为大众化的选择，需要从
多方面发力。对境内游而言，首先要通
过不同形式、不同平台，加大对旅游过
年宣传引导，让民众从思想上意识到这
种过年新方式是健康有益的。其次是旅
游、交通、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还要做
好节日期间旅游市场的规范整顿、旅游
接待的整体协调、旅游票价的优惠调整
等工作，营造井然有序、年味十足的春
节旅游市场，让市民愿意选择春节假日
出游。对出境游而言，游客应密切关注
安全与文明细节。

旅游过年是个不错的选择，节日出
游应成为春节期间的一道美景。

（作者单位：河南省西峡县仲景宛西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春节，如今人们已经不大在意吃好
穿好，更关注的是品味年俗文化。我打
算在今年春节好好休闲，过一个具有文
化气息的新春佳节。

春节期间，我要抽出时间读书看
报，了解祖国各地过年有什么新时尚，
通过手机、电脑等新媒体了解春节期间
外面的世界。这些既能丰富我在春节期
间的见闻，还能激发我写作的灵感。我
要把过年的见闻和感想都写出来，以微
信或投稿形式发布出去，深化对春节文
化的体验和感悟。

我要在新春正月去逛庙会、逛书
摊。逛庙会，为的是看看新春庙会上的
文化风景，重温传统年俗的味道，体验
新年俗的潮流。逛书摊时，我要挑选几
本喜欢的书，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

新春正月，我还要通过多种途径

发现年俗文化的美。除了春联年画、
年货年礼、节日餐饮 （服饰），我还要
在拜年新方式中发现生活的美，感受
春节的变与不变。平时在城区居住的
我，春节期间要行走于城乡之间，给
农村老家的老人们拜年，也要和父老
乡亲们聊天叙旧话乡愁，体验丰富的
年俗文化。

此外，我也要去看看家乡人举办的
中国象棋赛、乒乓球赛、篮球赛、书画
展；在空旷地带欣赏人们放风筝；拿着

“文化惠民卡”买票到家乡最大的剧院
里看评剧、曲艺演出；还要到城区的文
化主题公园参与人们自娱自乐的文体活
动，尽享新春美好时光。

过年过出文化味儿，这样会更加轻
松、自在和开心。

（作者单位：天津市宝坻区档案馆）

据报道，浙江省宁波市城区园林绿地养护 2018年度“最
优”及“最差”绿地评选终审会近日举行。经过相关程序，最终
评出镇海区中官西路、绿轴体育公园等10块“最优”绿地和2
块“最差”绿地。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城区园林绿地作为一项看
得见的环境福利，在规划和养护方面用心着力与否，同样需要
形成一种优劣对比机制，让落后者看到差距，并想方设法积极
跟进赶超。不讲情面地“评差”，有助于竭尽全力地“创优”。
但也应该看到，“评差”不是为了让谁脸红难堪；对于绿地养护
的具体管理和执行者来说，通过“评差”压力，或许还能争取到
更多帮助和支持，并让某些“老大难”问题得以迅速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对城区园林绿地建设养护评优评差，看似
只是相关职能部门的事，其实并非如此。一些“最差”绿地之
所以上榜，除了养管不到位、主体责任不明外，还与市民素质
息息相关。比如，有些绿地被行人踩成了“捷径”而寸草不生，
还有的市民竟把绿地当成菜地和垃圾场等。人们常说“XX
是我家，爱护靠大家”，由此而论，一块绿地戴上了“最差”帽
子，周边居民对自身的日常表现，难道不该有所反省？

“最优”绿地更需“文明养料”。美丽环境既为全民福
利，就理应得到所有市民的尽力配合与支持。每位市民，都
应保持自律自省意识，摒弃不文明的行为陋习，用“文明养
料”共同浇灌出一片片绿地美景，这才是绿地评优评差给我
们的最大启示。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广播电视站）

据报道，在一些社区出现的旧衣物回收箱暗藏猫腻，少数
人和机构打着慈善的名义，开展旧衣收集、处理业务，却将回
收的爱心衣物拿去变卖或深加工牟利。

每到换季，一些家庭清理衣柜就会产生大量的旧衣服，旧
衣服如何处理让很多人头疼。街头和社区的旧衣回收箱，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居民的旧衣回收问题，还成为居民奉献爱心
的一个渠道。但是，如果这些旧衣物回收箱没有规范管理，随
意设置，就会让人难辨真公益、假慈善，更使一些居民怀疑自
己的爱心有没有落地，有没有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如果
有人将回收的爱心衣物拿去变卖或牟利，不仅亵渎爱心、涉嫌
诈骗，还会因这些旧衣物再利用前没有清洗、消毒，导致疾病
传播，对使用者的健康产生危害。

因此，要保护捐赠者的爱心，保证旧衣回收箱这个载体的
正能量发挥效应，有必要对旧衣回收箱的设置予以规范，对摆
放地点、经营者予以备案，还需要在回收箱体上公示经营单
位、电话和管理部门，并定期公布回收利用情况，给广大奉献
爱心的市民一个交代。这样既可避免一些假慈善的“李鬼”以
此谋利，还可让市民的爱心得到持续激发和保护，更使旧衣循
环利用公益行动得到更大范围的倡导推广。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戚机厂报社）

左图 1 月 23 日，在山东

省淄博市博山区洪山口村，一

对新婚夫妇正诵读家风家训。

近日，博山区启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系列活动，其中之一是为

在春节期间办婚礼的新人举办

集体婚礼、朗诵家风家训。

陈 颖摄 （中经视觉）

右图 入冬以来，云南省会泽

县大海草山国际滑雪场吸引了大量

滑雪爱好者。春节期间，滑雪爱好

者仍可在此竞速，体验冰雪运动的

乐趣。 刘光信摄 （中经视觉）

上图 1月20日，江西省宜丰县新昌镇桂花社区群

众在农家书屋看书。春节期间，农家书屋将成为人们享

受“文化大餐”的好去处。 罗 霄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