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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各地美食

每到除夕，刘睿的朋友们便陆陆续续地
开始“晒”年夜饭。第一年看到大家发照
片，他也凑热闹发了几张。“当时的手机像
素不高，我也不懂角度、构图，拍出来的照
片不出彩。我妈看到后还笑着批评我，认为
我拉低了她这个大厨的水平。这两年，大家
晒年夜饭的热情高涨，就连我爸也用饭前拍
照代替了‘家庭年度总结’的演讲。我妈更
甚，甚至还自学了修图，发照片之前先调调
色调。”刘睿认为，他们“晒”的不仅是美
味佳肴，而且是“年味儿”、是美好生活的
缩影。

步步高升 （年糕）、年年有余 （鱼）、八
宝进财 （八宝饭） ……除夕当天的朋友圈，
几乎成了人们自发组织的“全国美食摄影
展”。各地料理尽在眼前，令人垂涎欲滴，
只想大快朵颐一番。

除夕是中国人最盛大的节日，在这个特
殊的日子里，年夜饭也会异常丰盛。无论是
亲朋满桌的宴席，还是小夫妻的家常料理，美
食的意义不再是食物本身，而是幸福的味道。

百分点极速洞察的调查数据显示，高达
97%的网友会选择“晒”自家年夜饭。选择
的平台大都是微信、QQ 和微博。其中，在
微信朋友圈发照片的人最多，占 83%。此
外，贴吧、论坛和直播平台也是网友们

“晒”年夜饭的“阵地”。

品南北文化

纵观往年各地年夜饭照片就会发现，几
乎每家的餐桌上都有一种或几种有吉祥寓意
的菜肴。比如苏州一带，餐桌上会有青菜，
有安乐之意；湘中南地区会有鲤鱼，被称为

“团年鱼”；合肥的饭桌上则有一碗“鸡抓
豆”，意思是“抓钱发财”……年夜饭象征
着新年新气象，因此，菜肴的名称也要蕴含
吉祥之意，以期新年万事顺利，心想事成。

“中国南北方文化的不同在年夜饭的餐
桌上也有所体现。北方年夜饭吃饺子，南方
吃年糕。”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苑利解释
说，这是因为北方是麦作文化，南方是稻作
文化。除夕子时是旧的一年辞去、新的一年
到来之时，这个时段吃的食物通常是饺子。
饺子是从‘交子’演化而来。年糕又称“年
年糕”，与“年年高”谐音，寓意着人们的
生活越来越好，一年比一年高。

苑利认为，互联网对年文化有着深远的
影响。电商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以往人们去菜
市场购买当地、当季年货的习惯。在网上，

异地的土特产甚至海外的果蔬都可以随时购
买。这让人们年夜饭的食材更加丰富。此
外，也有民俗专家认为，网络电商促进了南
北方年文化的融合。由于大部分菜肴的原材
料可以通过网络购买，南北饮食文化有交融
的倾向，口味差异也有缩小的趋势。

秀幸福生活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能拿出来
‘晒’的都是好东西。正如网友们‘晒’的
自家年夜饭。大家‘晒’的不仅是美食，还
是丰富的物质生活，是浓浓亲情，是自己家
年味儿的特色。这也是‘晒’年夜饭的迷人
之处。”苑利说，传统春节是在物资极度困
乏的背景下产生的。不到过年，谁家都很难
吃到最好吃的东西。因此，过年也就具有了

享受与传承一个民族最优秀饮食文化的功
能。高高兴兴过一个春节，也算是对自己的
一份犒赏。

百分点极速洞察数据分析专家张楠认
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近年来，网上“晒”年夜饭的人逐
步增多，各大社交平台成为人们分享过年喜
悦心情的地方。通过“晒”年夜饭的方式，
拉近了同事、朋友间的距离。此外，调查结
果显示，有九成网友在网络上购买过年夜饭
的食材。网络改变了人们的购买行为，逐渐
成为主流的消费方式之一。

中国年夜饭文化源远流长，甚至在《尔
雅》中亦有记载。几千年来，年夜饭文化的
变化并不大，无外乎是自家人围坐在一起品
尝精心烹制的美食，热热闹闹地迎接新春。
如今，这一切正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而变得更
加丰富多彩。

年关将至，很多人和往年一样开始抱怨
年味儿越来越淡：年轻人不太在乎过年的传
统习俗，大街小巷罕有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甚至连各家的春联也变得千篇一律，丢失了
文化韵味。

看到这些，很多人不免担心，作为中国人
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会逐渐式微。然
而，当我们拆开手机上亲友发来的祝福红包
的时候，当我们在拿着网上各类优惠券抢购
年货的时候，当我们用各种春节主题的表情
包在网上引爆笑声的时候，就会发现，虽然

“线下”的节日符号有所减少，但“线上”的节
日气氛却越来越浓。一句话，不是年味儿淡
了，而是年味儿的表现形式出现了变化。

时代在进步，年味儿也会因人们生活方
式的改变而演变。不可否认的是，部分传统

意义上的春节文化符号正在消失。然而，互
联网也给春节带来了新的“料”，把喜庆和
年味儿搬到网上，打造出另一种形式的全民
同欢。比如，近年来支付宝推出的“扫五
福”活动持续火热，人们拿着手机不停地

“扫福”的情景随处可见。再比如，央视网
联合百度人工智能尝试推出了“智能春
联”，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让“智能春联”
拥有创作春联的能力，这也让传统的春联文
化迸发出新的活力。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上兴起的年文化
与线下的传统年文化并不冲突，也不可能形
成替代关系。互联网作为人们现代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孕育出春节文化新的表现形式
实属必然。但人们也不可能永远生活在互联
网中。街道上的灯笼，面对面的祝福，给长辈

们拜年，全家人吃一顿年夜饭……这些积累
了几千年的传统年文化，是“年味儿”的源头
所在，也是不可动摇的文化根基。因此，只要
能坚持春节文化的“初心”，无论线上线下，任
何形式的活动都是辞旧迎新的仪式，都有贺
岁祈福的年味儿。两者互相补充，完美结合，
年味儿就会被赋予新的时代活力，持久弥新。

总之，走街串巷，张灯结彩，爆竹声声
是年味儿。微信上给朋友发个红包，在网上
置办点年货，晒一晒全家福、年夜饭，同样
也是年味儿。传统需要传承，同样也需要创
新，正如源头需要活水，中国人的传统年文
化只有在不断发展中才能永葆活力。如果每
年春节，网上都能飘荡着各种“年”的符
号，与线下的节日气氛相得益彰，又何尝不
是一件好事？

很难想象，一个人 60 岁创业会是怎
样的一番景象。特里普·霍金斯便是这样
不走寻常路的一个人。60 岁的时候，这
位曾经在游戏界叱咤风云的殿堂级“大
神”依然奋斗在创业路上。

在游戏界，美国艺电公司几乎无人
不知、无人不晓。该公司发行的 《冰城
传奇》《极品飞车》等一系列游戏让无数
玩家为之疯狂。作为艺电公司的创始
人，霍金斯也是一名资深游戏迷。

霍金斯1954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
学生时代在哈佛大学主修社会科学和计
算机，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后进入尚在起步阶段的苹果公司。1982
年，时任苹果公司市场营销部主管的霍金
斯毅然离开了当时蒸蒸日上的苹果公司，
踏上了自己的创业之路。艺电公司便是他
的起点。霍金斯后来在采访中说，创办游
戏公司这个想法他其实已经谋划了10年。
1983 年，艺电公司发布了第一批游戏，其
中包括直到今天仍被游戏迷津津乐道的
策略游戏《MULE》（多用途劳动机器人）。
后来，艺电又陆续发行了《麦登的橄榄球》

《模拟人生》等经典游戏。
霍金斯成长于一个电视大发展的黄

金时代，当时个人电脑并不流行。他认
为艺电最初的主要竞争对手便是电视。
相对于电脑游戏，电视画面更为真实，
因而游戏画面必须要让人有身临其境之
感，游戏人物设计必须更加精细才能取
胜。但是霍金斯慢慢认识到，游戏者也
是需要与人互动的。一款好的游戏，必
须具有社交性质并具有把不同的人串联

到一起的功能。1989 年，专注于个人电
脑游戏开发的艺电公司销售额达到了 20
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艺电在电视游戏
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魔法门2：另
一世界之门》等角色扮演类游戏吸引了不
少游戏玩家，也把电视游戏的市场从儿
童拓宽到了成人。

1992 年，霍金斯发起成立了另一家
游戏公司 3DO，不久便从艺电离职。这
一次，他把目标锁定在家用游戏主机
上。3DO 没能复制艺电的辉煌，尽管也
推出了几款销量和口碑都上佳的游戏，
最终还是在成立10年之后走向了破产。

2012 年卸任数字巧克力公司首席执
行官后，霍金斯一直在全身心地打理

“如果你能”公司，这是一家旨在为 6到
12 岁孩童创造教育视频游戏的企业。
2014 年，60 岁的霍金斯拿到了人生第一
笔天使投资。游戏“急先锋”的创业
路，仍未停止。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
求。’出自哪位诗人的名句？”“唐代大诗
人李白！”在紧张的一问一答之后，山东
网友王飞快速地在手机屏幕上按下了正
确选项。

2月 8日小年夜，熊猫直播大型益智
直播答题节目 《一智千金》 推出“人民
日报海外网专场”。海内外网友通过熊猫
直播平台参与直播答题游戏，在赢取丰
厚奖金的同时也获取了丰富的知识，更
在网络上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大数据
显示，当晚总观看人次达630万，在线人
数峰值为 218 万，最后通关人数为 43.5
万，分享了100万元奖金。

从 2018 年初开始，国内互联网上流
行起了一种在线直播答题的新模式、新
玩法，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网友积极参
与，并且不断刷屏朋友圈。各家直播平
台、新闻客户端都争相推出相应的直播
答题产品。

在线直播答题，其实就是依靠互联
网直播平台在线答题赢取奖金。以熊猫
直播 《一智千金》 为例，网友只要答对
本场的 12 道问题就可以分享奖金。如果
拉上亲朋好友组团答题，可以大大提高
通关率。《一智千金》 专门设置了“复
活”机制，每位参与答题活动的用户，
均有对应的邀请码，使用邀请码邀请朋
友参与游戏，就能够获得“复活”的额
外机会。

在2月8日晚的直播答题游戏中，海
外网精心设计了 12 道问题，兼顾知识性
和趣味性。其中，既有“新四大发明”、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2022 冬奥会等涉及
中国快速发展的大事件、新成就，也有
数学、文学、历史等充满趣味性的问
题，为海内外网友提供了一场在线知识

竞答的饕餮盛宴。
据了解，目前的在线直播答题模

式，可细分为不同主题、不同行业的专
场活动。例如，在电竞知识专场，知名
游戏、明星主播、职业战队都会出现在
题目之中，让广大玩家眼前一亮；在方
言专场，题目包罗万象，囊括国内各地
的有趣方言，让网友们在答题的过程中
充分感受地方语言文化的魅力；在品牌
专场，直播平台会定制品牌专属题目，
有效提高品牌曝光度；在新闻专场，问
题涵盖国内外热点新闻事件、经典人文
历史故事，为网友们开拓眼界、了解世
界打开了一扇窗户。可以说，网友们在

“玩”直播答题的同时，也通过网络吸收
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递着知识和积
极向上的正能量。

熊猫直播首席运营官张菊元表示，
《一智千金》作为目前国内广受欢迎的益
智直播答题节目，此次牵手人民日报海
外网，是双方在直播答题领域一次充满
正能量的尝试，希望借此向广大网友普
及更多社会生活常识，鼓励网友们更多
了解世界要闻、新闻时事，调动网友的
参与感，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感受知识
的力量。

此前，熊猫直播与人民日报海外网
共同打造了游戏产业高端访谈栏目 《爱
游喂！》，旨在传播中国游戏产业声音，
提升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的软
实力，进一步提高中国游戏产业的影响
力。张菊元表示，熊猫直播自成立以
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坚持传播正能
量内容，走健康发展的道路，对色情内
容坚决说不，努力打造出积极向上、充
满正能量、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直播
平台。

“年夜饭摄影大赛”明晚“开晒”

网络弥漫美食香
海外网 孙任鹏

“年夜饭摄影大赛”明晚“开晒”

网络弥漫美食香
海外网 孙任鹏

““年夜饭不仅要吃得好年夜饭不仅要吃得好，，更要更要‘‘晒晒’’得过瘾得过瘾。”。”刘睿是一名刘睿是一名““9090后后”，”，为了即将到为了即将到

来的除夕来的除夕，，他忙活了半个多月他忙活了半个多月。。他的忙他的忙，，不是购买年货不是购买年货，，也不是清扫房屋也不是清扫房屋，，而是突而是突

击学习摄影击学习摄影。“。“前两年前两年，，我的摄影技术不行我的摄影技术不行，，没能拍出我家年夜饭的精致没能拍出我家年夜饭的精致，，在朋友圈在朋友圈

里落了下风里落了下风。。今年我一定用照片展示出我家年夜饭的风采今年我一定用照片展示出我家年夜饭的风采！”！”如今如今，“，“晒晒””年夜饭成年夜饭成

为很多人过年时的必选项目为很多人过年时的必选项目，，这一现象也被戏称为这一现象也被戏称为““年夜饭网络摄影大赛年夜饭网络摄影大赛”。”。明天明天((22

月月1515日日))就是除夕就是除夕，，由民间自发由民间自发““组织组织””的的““20182018年夜饭网络摄影大赛年夜饭网络摄影大赛””也即将也即将““开开

晒晒””。。你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再给年味儿“加点料”
卢泽华

云中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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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互联网大咖秀

特里普·霍金斯：

游戏界的“急先锋”
海外网 崔玉玉

在线直播答题“海外网专场”

传递中国文化正能量
海外网 邵鹏飞

特里普·霍金斯

图为网友通过手机参与在线直播答题游戏。

春节临近，在广西融
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花孖
村，苗族妇女们按传统习
俗，用当地优质高山糯米
和山泉水酿造重阳酒。图
为苗族妇女们把蒸好的糯
米饭倒在筛箕里并把酒药
揉碎掺入进去。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