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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是传统的消费旺季，也是

实现经济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段。今年的

情况有些特殊，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措施的落实，不少公众选择就地过年，为

此，商家及时推出新产品、新服务，迎合

就地过年公众的新消费需求，市场一片

红火。商场、超市春节期间照常营业或

延长时间、农贸市场不休市不歇业、百万

商家加入“外卖不打烊”活动、“网上年货

节”便利置办年货、多部优质电影上映、

本地游等旅游产品充分供应……丰富多

彩的消费市场让就地过年过得快乐、过

得精彩，过出了浓浓的年味儿。这年味

儿也是商家需要的，以餐饮行业为例，疫

情期间一度损失较重，就地过年则给市

场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回血期”。人

在哪里，消费就在哪里，加上春节期间公

众餐饮消费意愿更加强烈，消费承受力

也更强，这为餐饮商家拉抬业绩创造了

好机会。不少商家根据就地过年公众消

费特点，针对性推出“小份制年夜饭套

餐”“年菜半成品”等产品，受到消费者青

睐和好评。有经验的旅游企业也适时推

出滑雪越野、温泉养生、亲子乐园等“微

旅游”产品，以满足公众春节期间本地

游、周边游、城市游等短途旅游消费需

求，同时推出云旅游产品，让宅在家里的

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云游四方。与去年

春节大量的退单、退团冲击相比，今年春

节的旅游行业亮点频出，复苏脚步进一

步加快。总体来看，各行各业花心思提供的新产品、新服务很好

满足了公众春节假期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供销两旺，既增

加了就地过年的温度，也提升了消费市场的热度，释放出更多新

型消费潜力，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为今年的扩内需开

了个好头。新的市场业态被塑造起来，“春节档”的新产品、新服

务或许将变成常态，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推出更有价值和针对性的

服务，并及时完善和创新监管方式，将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风险

挑战规范在可控范围之内，切实保障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助力新业态、新模式良性

发展，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持续注入动能。

“看看我家的年夜饭，土猪肚、佛跳墙、

小龙虾……这满桌的大餐都是我网购来

的！”自从决定今年春节不回家，在北京一家

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赵女士就开启了就地“囤

货”模式，“我春节 7天的各种美食基本都是

网购来的”。

过年不回家，年夜饭怎么吃？百度搜索

大数据显示，近 30 天“年夜饭菜谱”相关搜

索热度环比上涨 180%。同时，广东、山东与

河北的年轻人最关注烹饪，虎皮凤爪、红烧

肉与酱牛肉成为当地年轻人的热搜菜品。

没有妈妈的手艺，年轻人就自力更生。

拼多多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成都豆干、

湘西外婆菜、武汉热干面、柳州螺蛳粉等家

乡美食代表产品销量上涨迅猛，特别是四

川、湖南、河南、广西等外出务工大省的地方

特色美食产品，部分出现了销量同比翻番的

情况。此外，包饺子神器、迷你电煮锅、小型

电烤箱等产品订单量上涨明显，且购买者多

为“90后”和“00后”。

随着年轻人接棒“年货采办权”，过年清

单里也多了不少新“物种”：半成品年夜饭、

擦窗机器人、家用门上单杠、智能马桶盖、养

生酒等上榜 2021天猫增速最为显著的十大

“新”年货。暖被机、面条机、牛排机、洗地

机、洗碗机等产品在天猫上的销量增幅都超

过 100%甚至 1000%，炒菜机成为年夜饭神

器。就连过年必备的酒，也跳出了传统的白

酒、红酒范畴，天猫国际海外直购数据显示，

年货节期间，通过跨境直邮进口的洋酒成

交，80%来自日本威士忌。比起茅台、五粮

液，消费洋酒正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18岁

至29岁的年轻人群中有一半购买了洋酒。

与此同时，年轻人群还想打破“每逢佳

节胖三斤”的怪圈——入冬以来，拼多多体

检服务、保健品销量增长 375%。其中，体检

服务增速最明显，同比去年增长近 4倍。此

外，平台瑜伽垫、拉力器、跳绳、仰卧起坐辅

助器等居家简易健身器材热度走高。

“我想让妈妈知道，我在北京把自己照

顾得很好。”赵女士说，春节本该是团圆的

节日，人回不去，礼还得回去，把一年的心意

送回家。“我老家在重庆，婆婆家在甘肃，我

给两边的老人都买了佛跳墙和车厘子。”

“去年受疫情影响，进口水果及水产销

售颇受影响，但今年春节期间上述品类消费

者购买力有所回升。”本来生活网用户中心

负责人表示，西鲜记盐池滩羊、安格斯牛腱、

三都港黄花鱼等肉禽、水产、粮油类传统年

货火爆热卖；用户在过年期间更倾向选购更

大个头的白虾、活龙虾等贵海鲜，产地直发

的大连干海参礼盒、虾兵蟹将组合等肉禽海

鲜礼盒销量大增。

“网购拜年”已成为今年的一大趋势。淘

宝数据显示，今年年货节首日，淘宝上“年货”

的搜索量激增 240%。不少人开始陆续往家

里买年货。过年常备的瓜子、花生不出意外

成为年货节首日淘宝上最畅销的年货。而疫

情也带动了室内娱乐相关商品的热卖，有网

友在评论区写道：过年送爸妈这个正好，这样

他们就不用整天闲下来给我安排相亲了。

就地过年到底是费钱还是省钱？赵女

士算过账：“除了进口水果，我还给老人们买

了牛奶、牛肉、土鸡、大虾等食材，但加起来

一共也才花了不到 1500 块钱，还不如往年

的一张机票贵。我和我先生加起来，来回就

是4张机票，算下来，省了3张机票钱。”

今年春节，她们一家人分在三地，吃的

是同款佛跳墙，年夜饭时开着视频边吃边聊

天，也挺欢乐的。赵女士说：“我们都说好

了，今年只能云聚餐，明年再好好团聚。”

看 看 我 家 的 年 夜 饭
本报记者 佘 颖

2 月 17 日，外卖配

送员在成都一家火锅店

交接消费者在线上下单

的外卖火锅。

新 华 社 记 者

胡 旭摄

新老热点汇聚 消费热情攀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康琼艳康琼艳

今年春节，伴随着大量人群就地过年，更

多的消费者留在了一二线城市，加之各种促进

消费政策的助力，实体商场在今年春节期间迎

来了客流小高峰。这其中既有传统消费习俗

的延续，又有新时代人们对品质与格调的追

求，种种新老热点汇成了 2021 牛年春节消费

和内需的旺盛景象。

逛：“打卡经济”开启“潮系”新春

为吸引客流，缓解人们春节无法出游的

“渴望”，各大商场纷纷创新线下消费体验，打

造出年味儿十足的购物场景。

在北京王府井、西单、三里屯和 CBD 等知

名商圈，各大商场早早换上了红红火火的春节

装饰。夺人眼球的生肖“牛”装置、新奇别样的

国潮体验、超高人气的 IP 展览，正式拉开了这

个“潮系”新春的序幕。

正月初二，王府井步行街人流如织。在北

京 apm 一层中庭，一座被好运铜钱和中式灯笼

装点的盲盒公寓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排队参

观。这是 POP MART“城市开箱”展览的新

春系列。漫步其中，每一处装置都被渲染上耀

眼的红色，随处可见的瑞雪、祥云、窗花等中式

春节元素，营造出浓浓的喜庆氛围。

前来体验的消费者可以参与丰富多彩的

新春活动，或拓印一副喜气盈门的窗花、年画，

或留下许愿卡、CP 锁。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

二，王府井成为北京市游客接待人数最多的地

区，累计接待游客36万人次。

为迎接春节客流小高峰，一些商场还推出

了特色主题活动。据银泰百货负责人介绍，春

节期间，银泰百货联合敦煌博物馆打造了文化

游园会，通过举办飞天 LIVE秀、千古敦煌情歌

舞表演、文化讲堂等活动，为消费者送上一场

文化盛宴。全国多地银泰门店还推出了汉服

主题的国风游园会，打造花灯长廊，设置汉服

试穿点，为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汉服体验。

在北京富力广场，以唐朝春节“元正”为灵

感打造的盛唐长街的国潮美学盛宴，让消费者

在生动有趣的艺术创作中感受着国潮文化魅

力。在北京侨福芳草地购物中心，近 300 盏祈

福灯笼在光线的映照下颇具艺术气息，高台上

的紫色佛山狮与黄色鹤山狮相映相携，传递

“紫气东来，吉祥如意”的新春愿景。

买：双节叠加引爆金银消费

除了逛展，全国民众“买买买”的过节模式

不断升温。为了让就地过年的民众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春节，全国各地广泛派发不同形式的

消费券，加速了节日消费高潮的到来。

“在北京过年，很幸运体验数字人民币试

点。”2月 10日晚，中国传媒大学老师刘文杰在

朋友圈分享了自己中签的截图。这是北京市

推出的“数字王府井 冰雪购物节”试点活动，

活动面向在京过年人群发放 5万个金额为 200

元的数字人民币红包，可用于王府井商圈的商

场、酒店、餐饮以及冰雪运动和冬奥食住行等

多个消费场景。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春节恰逢情人节，各

大商场金银珠宝的销量持续看涨，迎来了新春

里的“开门红”。正月初三，记者来到位于北京

市西城区的菜市口百货商场。一进门，就被眼

前的热闹场景所感染。在一层足金饰品、铂金

饰品和黄金婚庆专区，柜台前挤满了前来选购

的消费者。导购员告诉记者，一部分消费者是

为婚礼提前购置“三金”，有的男方家庭也会带

着未来儿媳妇一起挑选，一部分是丈夫为妻

子、子女为父母选择在春节这一特殊的时间节

点购置礼物。

记者走访发现，春节期间各大消费场所不

但客流量创新高，销售额也节节攀升，周大福、

周大生、谢瑞麟、六福、千叶等金银首饰品牌均

推出了折扣满减、代金券、限时抢购、特例爆品

等多种优惠活动，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选购下

单。记者随机采访了一对正在试戴对戒的情

侣，男子告诉记者，由于疫情影响，原计划去年

举办的婚礼推迟到了今年秋天，春节期间，两

人经过多家对比，选购了一枚钻戒和一对对

戒，总花费2万余元。

线下销售情况的火爆同样延伸到了线

上。京东大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消费占

比增长最快的品类为珠宝首饰、美妆、钟表及

其他礼品类。菜百、中国黄金等国内各大知名

品牌的黄金、K 金和金银投资商品成交额比去

年同期增长 5 倍，铂金饰品增长 6 倍。从年前

一周至初三，男性消费者购买的女士 K金项链

和黄金吊坠的销量达去年同期的 6.2 倍，女性

消费者则更多地选择黄金转运珠和银项链作

为礼物相送。

玩：“悦己消费”玩出一个开心年

与去年“宅家”不同，今年在各地有效防控

下，就地过年少了无聊，多了乐趣，很多“悦己

消费”的品类明显增长。不少年轻的消费者更

是把就地过年玩出了新花样：拆盲盒、拼乐高、

健身、撸宠物、玩游戏、剧本杀……尽管疫情阴

霾还未完全消散，但消费者开心过年的追求并

没有受到影响。

大 年 初 一 ，在 位 于 北 京 apm 的 POP

MART 旗舰店门口，不少盲盒爱好者排着

长队等待扫码入店。记者在店里看到，单个盲

盒的售价大约在 39 元到 69 元，除经典的 Son-

ny Angel形象，店里还陈列着航海王、初音未

来、哈利·波特、海绵宝宝等多种跨界联名IP盲

盒。22 岁的大学生小白在 DIMOO 童话系列

的陈列柜前精心挑选。她告诉记者，选盒子的

时候小心谨慎，开盒子的时候更加刺激，可以

收获双份的快乐。在收银台，30多个顾客带着

选好的盲盒排队等待结账，有的已经迫不及待

打开一探究竟。

同样在银泰 in88商场，乐高旗舰店的门口

已经拉起围栏进行限流。浓厚的中国风让不

少消费者驻足欣赏，几十万块积木拼成的中国

龙、石狮子和大花轿格外引人注目，用马赛克

积木拼成的对联“一帆风顺年年好”“万事如意

步步高”寄托了美好的愿望。刚刚结完账的徐

女士指着两大包大大小小的积木告诉记者：

“我给自己买了星战系列，给侄子和女儿分别

买了机器人和艾莎。”她说，去年宅家期间开始

喜欢上拼积木，拼的过程既有挑战又很解压，

“已经前后购置了钢琴、游乐场、孙悟空等 5个

系列，累计花了大概3万元左右。”

据京东大数据统计，今年春节期间，“悦己

消费”相关品类比去年同期增长三成以上。其

中北京地区游戏手柄成交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107%，耳机、智能手环增长 2倍以上，运动相机

同比增长 4.7 倍；湖北省宠物零食消费增长

70%；广东人似乎更爱健身，椭圆机增长 86%，

单双杠和跳绳则增长 1-2倍；天津人也不甘示

弱，智能健身仪持续热销。

2月15日，在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商圈的苏宁易购商场，消费者在进入苏宁影城观影前在服务台购买食品。 新华社记者 黄 伟摄

就地过年，不是将就过

年。牛年春节，就地过年的

人们吃住行游购娱，样样都

有着落，处处都有新意。原

本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旅游业

人气不减、持续升温，在节日

七天里，短途游、民宿游、城

市游点亮了人们的假期，近

在身边的旅行同样能带来连

连惊喜。

春节前夕，北京、上海、

广东、浙江、河南等 29 省份

陆续发出“春节期间非必要

不返乡”的倡议。为鼓励就

地过年，很多地方都通过发

放景区游览券、送出购物金

等暖心礼包的方式，推出了

与传统春节相关的特色旅游

产品，为大家提供了“就地过

年怎么玩”的多种选择。

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

旅游厅发布的 140 个全区 A

级以上旅游景区不打烊名录

中，既有全国知名的名胜景

区，也有热门新鲜的网红打

卡地，更多的是城镇附近适

合深度游的小众景点。这些

景点有的能免首道门票，有

的优惠力度超值，着实给就

地过年的人们增添了欢度佳

节的出行选择。

正月初二，呼和浩特人在这一天的传统习俗是

拜长辈回娘家。今年为了响应不聚集不聚餐的号

召，很多人把祝福送上了云端。不过这么做并不意

味着宅在家中，很多家庭都趁这一天暖阳和煦，以健

康安全的方式出游。大青山脚下野生动物园的停车

场车辆来来往往，很多人都是携家带口出门游玩。

在狂野之旅景区，张超正给孩子讲解草原狼的生活

习性，他告诉记者：“往年春节要么到外地旅游，要么

亲朋好友聚餐，今年我们响应国家号召，不聚集不外

出，正好赶着好天气到郊外走走，给孩子看看真的大

灰狼和动画片里的有什么不一样。”

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追求过年的精彩，牛年新

的玩法将会给旅游业带来更多创新。从消费者的角

度看，长途游变短、大团游变小是适时之举，换个方

式出去玩。而对旅游企业来说，引导市民就近旅游

的举措，对春节期间本地游、周边游不断升温起到了

直接推动作用。旅游行业和景区景点应该抓住这样

一个打造品牌、转型升级的窗口，深耕本地旅游资

源，扩大旅游人群的受众面，推出适合今后两年旅游

消费趋势的产品。

春节期间，消费者“酒店度假”成为新风尚。综

合多家线上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酒店成为本地游

的主要场景，春节期间高星级酒店量价齐升，有平台

预订量甚至同比涨超 160%，客单价同比涨 33%。最

受欢迎的酒店中，除了设施完善的高星级酒店外，电

影酒店、电竞酒店、宠物民宿、包栋型民宿等都备受

青睐。在飞猪旅行 2021年本地游报告中，往年会空

城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如杭州、上海、深圳、北京等

地，今年春节期间酒店预订量火爆。

酒店之所以热起来，根据携程的分析，这反映了

“年轻一代”消费力量正在崛起，“90后”与“00后”在

旅游市场中扮演起重要角色。在北京从事 IT 业的

刘薇和丈夫今年就暂别蜗居，住进了怀柔区的某高

星酒店。“今年不能回父母身边过年，自己做饭又太

伤脑筋，干脆住到酒店，温泉泡澡、风味餐饮、青山绿

水都能享受到，这种体验让我俩非常放松。这下，我

打开了不用离开北京也能旅游的新玩法了。”

就
近
旅
行
新
风
尚

本
报
记
者

敖

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