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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颖江

过了今天就是农历大年初
一，身在外地的你还好吗？

春节回家团聚是中国人的传
统，过年回家的理由千万条，但
不回家过年的理由只有一条：配
合疫情防控，减少人员流动。各
地政府、企业，为了让外地人留
在当地过年，送温暖、给政策、
发红包，提供多项服务。

义乌市最先发出留人政策。
春节期间，该市所有停车场免收
停车费，市内公交车免费乘坐，
景区免收门票，公共文化场馆及
设施免费开放，外地务工人员可
通过支付宝申领“新年红包”电
子消费券500元/人。

我市也出台相关政策，让外
地人在焦温暖过年。为了让外地
人和本地人过好年，享受新春快
乐，市文广旅局围绕公共文化、
景区旅游、非遗传承等旅游项
目，推出一系列惠民措施。云台
山、青天河等景区更是积极响
应，推出门票半价、免票等优惠
政策，留在焦作过年的人，可以
过一个既有年味儿又有快乐的新
春佳节。

“今年春节不能回家，趁着这
个假期，可以去焦作几个景区转
转。”姚俊是我市某国企的职工，单
位要求员工不能出焦作市。他给
远在驻马店的父母发微信说明情
况，留在焦作过年。

今年春节不寂寞。留在焦作
的外地人可以到我市各景区旅
游，本地人也可以参与各种各样
的文化生活，过一个开心的新春
佳节。

那么，被留在外地的焦作人
又是如何过年的？

市民郭铁山今年57岁，在民
主路道清里社区福利巷长大，以
往每年春节回到焦作，都要与老
邻居一起过年。今年不能回家，
几个老邻居早早就打电话询问郭
铁山家里缺什么年货，还要把自
己炸的丸子、小酥肉打包快递过
去，让他在郑州也能吃到焦作的
年味儿。

2 月 10 日一大早，郭铁山的
老邻居小景贴春联，也给郭铁山
家贴了。“看到红红的春联，我心
里暖暖的。”郭铁山在微信视频里
激动地说，“从小一起长大的邻
居，相互帮助、相互关心，这份
情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近日，富士康IDPBG部门倡
议员工留在深圳过年的条幅火
了。“是否被逼婚？是否被相亲？
何以解忧，唯有留守！”这句话直
抵人心，帮那些不愿意去相亲的

“剩男剩女”解了围。
紫菱是焦作人，几年前大学

毕业留在上海工作。她特别享受
上海那种快节奏的生活，也不愿
意谈男朋友。身边许多朋友都已
经结婚，她的父母也加入“逼
婚”大军，逮到机会就让其去相
亲，过年也不例外，这让她很是
苦恼。

紫菱说，今年春节公司老板
表示，只要留在上海过年，就给
每个人多发一个月的薪水。公司
员工都是年轻人，老板怕大家寂
寞，还送了电影票和游乐场门票
等。

“今年春节，终于有可以不回
家的正当理由，既不用赶场相
亲，还能享受加薪的待遇，我一
定要好好享受这种快乐。”紫菱
说。

其实，不管在哪里过年，开
心才是最重要的。

异地过年也开心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就地过年倡议，打破了很多人的过
年计划，也让今年的春节和往年相比有
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不少市民表示，
将在春节长假里健身、读书，追求文化
品位，过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年。

健康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
活的重要基础，健康中国建设已然成为
国家战略。然而，受传统过年方式影
响，很多人习惯在春节期间和亲友聚
会，动辄大鱼大肉，轻者造成营养过
剩，患上过年综合征，重者带来“三
高”、心脏病，危害身体健康。

市民买红霞说：“要是能在春节期
间控制住体重，一年的减肥大业就有希
望了。”

过一个健康年，不让体重失控，少
摄入、多运动是不二法宝。

健身的方式有很多，最简单的莫过
于在公园、广场走路或跑步。

对于骑行爱好者陈建国来说，春节
期间和骑友相约骑行北山，享受美好春
光，是最美的运动方式。

春节期间，市太极体育中心室外场地
正常对外开放，包括室外篮球场、室外田
径场、室外足球场、室外门球场、亲子健身
园、西广场和北广场两个健身园以及200
多件各类健身器材、18个乒乓球台、6个羽
毛球场地等。

“过年期间一定要好好踢两场球，
要不然这项爱好就废了。”我市资深足
球爱好者郭佳说。

过一个书香年，给忙了一年的自己
来一次“精神沐浴”，给自己好好充充

电，同样是不少市民的选择。
市图书馆可谓读书“圣地”，春节期

间正常开放。在这里，你可以看书、自
修、借阅图书，过一个充实的书香年。这
里还举办有“廉洁从家出发”图书专题
展、“与经典同行”少儿主题图书赏析等
活动，可以让你大饱眼福。

“已经跟老公和儿子商量好了，春节
几天没事就去市图书馆看书，各取所
需。平时工作太忙，很少有静下心来读
书的时间。”市民吴珈琪女士说。

过一个文化年，感受年俗文化、乐享
新春文化，就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致敬。

今年，我市有关部门准备了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让你过一个异彩纷呈的
中国年。

“百姓文化超市”是我市驰誉全国的
文化品牌。今年，我市在“百姓文化超

市”IP 端和手机移动端开设“云上过大
年，好戏连连看——2021年春节文化活
动云上喜乐汇”系列活动专栏，开辟“云
上看非遗”“云上大联展”“云上赏大戏”

“云上防疫情”“云上微课堂”五大板块，
既有非遗优秀剧目展播、图片展，也有市
文广旅局精心准备的文艺节目，还有“大
师教我学太极”网上培训等。

“我对非遗很感兴趣，希望春节期间
能通过‘云上看非遗’增加对焦作非遗文
化的认识。”留在焦作过年的外地人柳明
浩表示。

健康年、书香年、文化年，今年春节
我们一定会过得充实别样、欢乐祥和。

健康年书香年文化年 过一个别样的中国年

本报通讯员 崔 晶

曾经，张成安是马村区演马
街道山后村的贫困户，他的家就在
村南头的河边上。如今，张成安脱
了贫，也有了第二个“家”——安
阳城医养中心。这几天，街道和
村里都来看望他，为他送新春祝
福，乐得他嘴都合不拢。

回想起一年前他的第一个
家，张成安感慨地说：“俺的第一
个家紧邻河沿，走在河边上，一
不小心就有可能跌到河里去。”

张成安一家 3 口人，他本人
为重度视力残疾，几乎看不见
路。妻子赵秀兰也是重度肢体残
疾，长年瘫痪在床，完全丧失生
活自理能力。儿子张二军同样患
有重度肢体残疾和智力残疾。

面对这样的一家人，马村区
残联实施了帮扶行动。

张成安说：“第一个家在区残
联的帮助下变了样，变得让俺都

认不出来了！区残联给俺院里硬
化了地面，还安装了一架扶手，
方便我使用；院墙用不锈钢护栏
围了起来；修了新厕所，配了坐
便椅，安上了拉手；帮俺媳妇配
了护理床，随时可以推她到室外
晒太阳。”

但是，即使住在这样的家
里，帮扶干部还是不放心。根据
张成安家的实际情况，区残联为
他 们 一 家 三 口 又 安 置 了 一 个

“家”。
于是，张成安就有了第二个

“家”安阳城医养中心。这个
“家”不仅有优美的居住环境、营
养可口的膳食以及优良的康复训
练设施，还有优质的护理服务和
康复医疗条件。

眼下的张成安，日子过得像
蜜一样甜。逢年过节时，他就搬
回原来的家里住几天，与老街
坊、老朋友聊聊天，感叹以前

“脏乱差”的生活，描述新“家”
的优美和舒心。

脱贫家庭欢笑声

本报通讯员 许来伟

近日，笔者在中站区和祥小区
采访新年新风尚时，偶遇李封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街道主任贾涛。

和祥小区居住的大多是许衡
街道搬迁而来的群众。在李封街
道工作的贾涛来此何干？

问起贾涛来和祥小区的缘由，
与他一起来的许衡街道西王封村村
委会委员赵广胜说，贾涛是春节前
来“走亲戚”、专程看望他原来分
包的脱贫户郭秀兰老人的。

一个在李封街道任职的领导
怎么来看望许衡街道的脱贫户，
这话还得从贾涛的任职说起。贾
涛原来是许衡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西王封村郭秀兰老人是他分
包的户。去年11月，贾涛被调任
到李封街道担任党工委副书记、
街道主任。郭秀兰老人于2019年
10月份搬进了和祥小区的新家。

贾涛和赵广胜的突然到访，
让郭秀兰老人激动不已。老人高
兴地拉着贾涛的手说：“贾书记，

你咋和广胜来我家，让我说啥好
哩。以前，你们为我的事没少操
心、跑腿，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今年82岁的郭秀兰，早年丈
夫去世，现家里有三口人，儿子
40多岁，但患有疾病没有劳动能
力，孙女在市高级技工学院就读。

贾涛问郭秀兰老人生活上还
有啥困难，春节还需要什么东
西。郭秀兰老人高兴地说：“我
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辈子能住上
这么好的楼，我这个年龄住在一
楼，出来进去都挺方便。今年，
我家比往年强多了，啥也不缺，
春节准备的东西可全了。”说着
话，郭秀兰老人拉着贾涛到干净
清洁的厨房，将年货看了个遍。

老人在客厅给贾涛他俩算了
一笔账：“全家三口人低保每月
900 元，加上失地补、养老金，
每月也有1000多元的进项，现在
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

看着老人家节日物品准备丰看着老人家节日物品准备丰
富富、、满足幸福的样子满足幸福的样子，，贾涛心里贾涛心里
踏实了踏实了。。

和祥小区“走亲戚”

我国的春节是很热闹的，老祖
宗传了数千年，形成了悠久独特的
民间节日，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每当这时，人们盘点一年的收成、
憧憬未来，寄托新的希望。

记得我上小学时，每天放学后
做完老师留的作业，有空就帮父母
干些活计，或去打猪草，或去拾柴
火，与现在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那时
吃穿都很差，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
吃上白面馒头。因此，不论大人、
小孩，都盼着过年。尤其是我们几
个小伙伴，从进农历腊月就开始把

“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白面
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坐
一宿”的顺口溜挂在嘴边。除夕之
夜，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等一
家人团团围坐，美滋滋地吃上一顿
一年才可能吃上的肉馅饺子。只有
此时，父辈们才消去一年来因生活
劳困而挂在脸上的愁容。

那时候，过年时的文化生活是
十分乏味的，大人们或聚在一起喝
廉价的散装白酒，或约几位朋友在
家里打牌，无兴趣的则早早地钻进
被窝。我和小伙伴们则像脱缰的野
马，在村头屋后尽情嬉戏奔跑，或
玩“打仗”，或捉迷藏。偶尔赶上
放场电影，偌大的露天场上人头攒
动，不少人早早地吃完晚饭就搬个
小凳子或找块砖头来“占”个好位
置，来晚的看不见则爬上墙头或低
矮的屋脊上观看。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
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舞狮
子、耍龙灯、跑旱船、扭秧歌等
民间艺术又重新出现，地方传统
戏种再次登上舞台，极大地丰富
了春节的文化生活。集镇和乡村
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 KTV、歌舞
厅、网吧、影城院线等文化娱乐
场所，政府的文化部门文艺团体
还会组织丰富多彩的文艺下乡活
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人们过年
仍是一副忙碌的身影：忙工作、忙
学习、忙挣钱……

然而，今年的春节注定是一个
不平凡的节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大多数人都选择在工作地过
年，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
乡亲人负责，更是对国家和人民负
责。为此，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保障
措施，从市场供应、交通出行、物
流运输，到衣食住行、健康安全、
休闲娱乐，都提前进行谋划，制订
了预案，为人们在工作地安心、
舒心、暖心地过好春节奠定了基
础。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家人围
坐在一起吃团圆饭，面对满桌丰盛
的菜肴，恐怕都会挑肥拣瘦，因为
现在与平时的吃喝穿用都像过年一
样，“过年吃好”的观念在人们的脑
海中正渐渐淡化。而在工作地过年
的朋友，不论是与工友一起看春晚，
还是与朋友一起喝两杯，总会拿起
手机与亲人来段视频，实现全家人

的“云团聚”……
纵观过年的变化，人们都会

感叹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
步、科技的发展，从而在回
忆过去年景的同时，也会看

到美好的明天，更
加憧憬灿烂的未
来。

闲话过年新变化
□袁文良

花卉市场春意浓
2月10日，两位女士在焦作花卉市场细心挑选鲜花。春节临近，市内各花卉市场购买鲜花的人越来越多，买鲜花过年

已成为一种时尚。据了解，连日来，焦作花卉市场的鲜花每天可售3000盆。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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