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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简约到华丽，从黑白电视机到互联全媒介——

合家看春晚
刘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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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除夕夜，还是一名初三毕业班学生的
刘士新和家人一起，照例以吃年夜饭、放鞭炮的方
式庆祝团圆。只是从那年起，他们的过年方式加入
了一项新的文化娱乐活动——看春晚。

自1983年央视首届春晚亮相荧屏，春晚成为国人
除夕夜一道不可缺少的文化大餐。“那时的春晚没有专
业主持人，没有华丽的舞台，还是通过黑白电视机看
的。”刘士新回忆起第一次看春晚的场景，感觉一切都
是新奇的。第一个广告、第一首流行歌曲、第一个小
品、第一个让大众痴迷的偶像……春晚以其开创新潮

的魄力打破了诸多束缚，唤起了大众文化的觉醒。
观众们也通过春晚喜欢上了“小品演员”这一

全新的工种。“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是我最喜欢的
春晚节目之一，现在也百看不厌。”刘士新笑着说。
自 1989 年开始，小品取代相声成为春晚的第一主
角，这种局面延续至今。而幽默风趣的小品语言和
表达，承载着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最鲜活的历史记忆。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各地电视台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央视春晚不再是一枝独秀。“不仅大年三十有
央视春晚，过年期间各大地方卫视也有自己的特色

春晚，现在年轻人还喜欢看网络春晚。”刘士新说，
“春晚也融入了更多高科技元素，在不断创新。”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由拮据变得富足，而合
家一起观看春晚依然是无数家庭的保留节目。“小时
候一起围坐在火炉旁边，嗑着瓜子零食，守着春晚
节目，感觉十分美好。”刘士新说，“现在看春晚，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吧。”

进入21世纪，网络的兴起对电视等传统媒体产
生了强大冲击。一方面人们有了更多过年娱乐方式的
选择，对春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春晚的
传播也越来越广泛。“现在的春晚不仅成为国内观众
守岁过年的新民俗，也吸引着海外华人华侨的目光，
乃至国外网友的关注。”刘士新说，作为一名传统武
术的非遗传承人，他总是向习武的外国学生推荐每年
春晚的特色武术节目，他觉得，“春晚是一个非常好
的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窗口。”

30多年来，春晚成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最鲜活
的时代影像资料。无论人们身处何地，无论春晚形式
如何变幻，经历过岁月的沉淀，春晚早已由一场过年
晚会，变成了每个中国人心中独特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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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年底，火车票就成为一
种紧俏商品。天津市宝坻区义务
为农民工订票的“一家亲”志愿者
服务团队，4年多来总共为外来务
工人员订了2万余张春运火车票。

“我正愁买不到票呢。”来自甘
肃的郭昌盛到天津打工3年多了，

“岁数大又没什么文化，也不会用
电脑和手机买火车票。原本想干脆
等过年那两天回家，可能比较好买
票。”看到有志愿者来宣传，老郭凑
上前来探个虚实。听了老郭的情
况，志愿者石楠立刻上网帮他查了

从天津到西安的火车票，可惜也是
显示“无票”。“没关系，您放心，我
们一定帮您买到票。”

“一家亲”青年志愿服务社是
2014年底由袁鸿飞、党娜、吕杰、刘
亚艳等几名“90后”发起成立的。每
到春节临近，他们就主动往农民工
堆里跑，一传十、十传百，慢慢地找
他们订票的人越来越多。

凌晨，记者收到石楠的一条
信息：“很开心，已经帮郭大爷抢
到了一张 2 月 1 日开往西安的
T58次列车硬座票。”

“一家亲”温暖回家路
本报记者 扎 西文/图

“一家亲”温暖回家路
本报记者 扎 西文/图

春节即将来临，各地张灯结彩喜迎新春。
图①：1月28日，北京地坛公园内张灯结彩迎新年。

丁帮学摄（人民视觉）
图②：1月29日，一名小朋友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年

货大集的年货摊前玩耍。 赵东山摄（新华社发）
图③：1月26日，市民在江苏南京一家商贸城内选购新春饰品。

苏 阳摄 （人民视觉）

“改革开放的第二年，我们吃上了白面”——

鸡鸭鱼肉堆得满满的
本报记者 孔德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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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鸭鱼肉堆得满满的
本报记者 孔德晨

蒋大爷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宋楼状元集的一位
农民，年逾花甲的他勤勤恳恳地在田间地头干了一
辈子。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蒋大爷一家
五口的生活。蒋大爷的女儿蒋女士说，改革开放那年
她只有8岁，“小孩子不懂什么改革开放，但是我记得
很清楚，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我们吃上了白面，再过
几年，家里又开始种起了果树。而在此之前，只有过
年的时候才吃白面，平时吃的是玉米面、粗面。”

蒋大爷说，以前给集体干活挣工分，改革开放
包产到户之后就是自己给自己干活。农民有了自己
的地，种什么都可以，干起活来积极性高。蒋女士
回忆：“小时候我还帮着父母去自家玉米地里剥玉
米。夏日炎炎，玉米地里气温太高，我晕过去两

回。但是那会儿只要一想到手上干的活都是在贴补
自家的用度，就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免除农业税，
再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乡村振兴，农村实现
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农民的生产生活
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蒋大爷家只种粮食。后来渐渐
地改种果树，发展副业，又在院子里圈了猪圈、羊
圈，养鸡养鸭，3 个孩子上大学的钱就是从一个个
鸡蛋、一袋袋苹果梨里挣下来的。免除农业税政策
出台后，家里的收入更是节节高。3 个孩子都在外
地发展，早不靠蒋大爷在家劳作辛苦挣钱。

渐渐地，田间的劳作对蒋大爷来说成了消遣，
不求赚多少，只求心里踏实、舒服。去年，蒋大爷

的老伴儿去世后，他就一直跟小儿子住在常州。在
城里住了快一年，不太习惯城市喧嚣，蒋大爷去年
底先回了老家。“这 40 年来，国家政策处处为农民
着想，我们总能最先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不说
吃穿用度，生活的状态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快乐才
是最大的变化。”蒋大爷感叹。

岁月荏苒，家里的土墙草屋变成了粉墙黛瓦，
曾经代步的木板独轮车变成了电动三轮车，但春节
团圆的习俗不变，亲情温暖不变。

临近春节，蒋大爷在家收拾屋子，打扫庭前院
后，骑着电动三轮车去集市上买回了各类肉蛋蔬
菜，厨房里鸡鸭鱼肉堆得满满的。“快过年了，3个
孩子也都快回来了，每年就聚这么一两回，我得在
家准备，好好吃个团圆饭。”

微博联合碧桂园发起“百县千红新农人”计划——

农民为自己代言
本报记者 李 婕

看上去只是一只普通柚子，揭开盖子：火龙
果面静卧其中，青菜点缀，红绿相映。

就是这条不足 15 秒的视频，给广西贵港田东
县的农民甘小燕带来了一笔 20 吨火龙果面的订
单。要知道，苦于打不开销路，当时产品全年总
销量不过30吨。

随着电商走进千家万户，甘小燕也曾想过把电
商渠道利用起来。但既缺知识也不懂操作，一时没
有门路。这时候，一项名为“百县千红新农人”的
扶贫计划来到了甘小燕所在的广西省田东县。

“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百县千红新农人”计划由微博联合碧桂园、
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培训学院等企业和
机构共同发起，旨在为乡村培育一批具备社交电
商基础技能、新媒体营销方法的“新农人”。碧桂
园邀请其结对帮扶的 9 省 14 个县率先加入培训计
划，并推荐数百位农民接受系统培训。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甘小燕成为了学员。没
有注册过微博，不懂内容发啥，更不知道什么能
吸引客户。在近乎零基础的情况下，甘小燕开始
了学习，“收获特别大。”她说。

培训对象不一般，课程设计更得下功夫。中

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培训学院主任李涛介绍，此
次授课内容是针对农民群体定制的课程体系，授
课老师均是来自农村一线电商的青年讲师。通过
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模式，培训降低学习门槛，
帮助农民提高农产品品牌化、新媒体营销等方面
的能力。

动动手指发微博，邻里远方的网友都能知道
自家产品。甘小燕说：“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学
员们也热情高涨，大家带来橘子、鸡蛋、野鸡等
土特产进行拍摄，有的短视频阅读量高达30万。

“农民自己给自己代言”

现在的乡村由谁代言？“农民自己给自己代
言，让更多农产品走出农村。”专注县域农村电商
的魏春雷说，越来越多“新农人”开始走向社交媒
体，他们拥有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粉丝，每
天分享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拉动了自家农产品
的销售。帮助培育更多掌握电商技术的“新农人”，
这是电商扶贫的新模式。

接受社交电商培训后，来自江西的李韦荣将
茶叶基地自然风光发布到微博上，并录制视频介
绍兴国茶的百年历史，产品卖到了更远的地方，
还为兴国县三乡四村解决数百人就业。“我学到了

很多电商知识和社交媒体运营方法。”张志菊说。
来自安徽的张志菊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介绍黑毛
猪，结果快速销售一空，还卖出了更好的价钱。
见识到社交电商的威力之后，张志菊开始帮助村
民卖土特产，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在不久前举行的“百县千红新农人”大赛
上，全国数百名农民参赛者提交了展示家乡特色
农产品的参赛视频。大赛旨在巩固“新农人”培
训阶段学到的社交电商技能，并通过实战，带动

“新农人”家乡农产品、文化和旅游等产业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扶贫模式

依托社交平台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百县千
红新农人”计划也帮助架起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
间的桥梁，促进贫困地区农产品和服务更好地融
入全国市场。目前，微博上活跃着上百位扶贫一
线的基层干部和上千名宣介家乡农产品的“新农
人”。他们在借助社交媒体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同
时，也为脱贫攻坚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帮助国家贫困地区县域脱贫时，不仅要‘输
血’更要‘造血’。”新浪微博CEO王高飞说，“百县
千红新农人”计划旨在通过发挥“新农人”的社交
传播和引导作用，实现农产品品牌“从0到1”的突
破，形成可持续发展扶贫模式，助力县域脱贫工作。

作为“百县千红新农人”计划的联合发起方，
碧桂园近年来不断在其结对帮扶的全国9省14县探
索推进涵盖党建扶贫扶志、教育扶贫扶智、就业扶
贫扶技及其他创新举措在内的“4+X”扶贫模式，帮
助各县挖掘特色优质农产品，同时搭建线上商城、
线下展销会等平台推进消费扶贫。

未来，微博和碧桂园将持续把社交扶贫的新模式
拓展到全国各地，凝聚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构建互
联网扶贫的生态，为脱贫攻坚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远在山东滨州农村的宋大爷夫
妇，刚刚收到了一份来自北京的快
递——两双“洋品牌”运动鞋。这
是他们远在北京工作的小儿子提前
买好的年货，人还没到，年货已至。

2015 年底，首届阿里年货节启
动。2018 年底，阿里巴巴和第一财
经商业数据中心共同发布的 《中国
年货大数据报告》 显示，2018 年春
节，阿里年货节 5 天卖出 21 亿件商
品。各类从电商平台上购买的年
货，加入了春运大潮中，与游子一
同踏上回乡之路。

近年来，迅速扩张的各大电商
平台纷纷瞄准春节，上架了各式各
样或传统或新奇的年货。从春联、
剪纸、灯笼，到北京稻香村、广东
腊肠、浙江酱鸭，到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扫地机器人，年货只有想
不到没有买不到。年货的定义已经
悄然改变。

回想改革开放初期，物资相对
匮乏，一副手写春联、一窗剪纸、
一桌鸡鸭鱼肉和一身新衣裳，就是
最好的年货。从山东农村来京工作
的宋先生说：“小时候街坊邻里会自
己带着纸来我家，让父亲给写春
联，求福求寿，求五谷丰登，后来
有的人家买了拖拉机、农用三轮
车，就写‘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亲手写的春联、亲手熬制的浆
糊、亲手剪出的窗花，也是山西人张
女士对春节的记忆。“小时候去奶奶
家过春节，奶奶家在乡下，每年都是
爷爷奶奶亲手熬一锅浆糊，我们小辈
一起剪窗花，家里的男丁们则负责爬
梯子贴窗花。”

“现在都买印刷的春联，祝福语
多种多样，乡亲们也几乎不再找父亲
写了，所以现在过年父亲也省事儿
了，就给自家写一两副。”宋先生说。

随着爷爷奶奶搬进城里生活，
张女士也很多年没再见过奶奶亲手
熬制的浆糊了。“现在过年也会大家
一起剪剪窗花热闹热闹，但大多数
都是从外面买现成的，然后回家自
己贴上。”

“以往过年前会跟着母亲一起去
赶集，买鸡鸭鱼肉、烟花炮竹。农
历逢五有集市，腊月廿八还有一
天。为了买到好东西，就得早起，
去 晚 了 ， 就 只 能 挑 别 人 剩 下 的
了。”宋先生说，“后来县城里开了
大超市，也慢慢开到村里，赶集就
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虽然母亲现在

闲时也会去赶集，但已不像以前那样大包小包的买了，现在想买的东西
随时随地都能买到。”宋先生说。

去年腊月廿八，早早回到家的宋先生被母亲拉着一起去集市上转了一圈，
“买了点烟花和当天要吃的食材，母亲说年夜饭的食材当天再去超市买。”

改革开放40年来，物质极大丰富，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丰富了年货
的种类，却没有改变过年的意义。

宋先生说：“每次问父母想要什么，他们都说不用，家里什么也不
缺。每年过年回家之前都要苦恼买什么礼物，现在我想明白了，对父母
来说最好的礼物就是儿女的陪伴。”

礼物只是一份心意，最好的年货是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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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家亲”志愿服务社上门为农民工办理订票。图为“一家亲”志愿服务社上门为农民工办理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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