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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春节消费加收“服务费”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杨有宗
场规律。国家邮政局在部署春节期间
叫 个 车 、寄 份 快 递 、出 去 吃 顿 饭
寄递服务保障工作时，也明确提出要严
……春节期间，很多人发现平日习以为
格落实劳动法关于节日期间薪酬保障
常的各种消费，可能要加收一定的服务
的规定。
费。涨价固然意味着消费者要多掏银
与快递不同，春节期间打车业务迎
子，也会令部分人感到“肉痛”。不过， 来了高峰。大年三十那一天，武汉市民
针对这种“明码标价”式的涨价，不少人
杨宇卿从光谷打车去汉口火车站。打
表现出了理解和宽容。
开叫车软件后，平台显示每单业务根据
春节是快递业务的低谷，大量的快
距离不同，要加收 6 到 9 元的服务费。
递员返乡过年。虽然主要快递公司纷
平台表示，多加的服务费将作为网约车
纷表示“春节快递不打烊”，但服务时效
司机的补贴。
和快递费用不可避免地出现调整。
“大过年的司机也不容易，多加 9
韵达快递表示，根据市场变化，为
块钱我可以接受，前提是这些钱真正到
满足客户寄递需求，韵达将于 2 月 3 日
了司机口袋。”杨宇卿说，相比多加的服
至 9 日开启“春节模式”。在此期间，为
务费用，多数乘客更关心的是春节能不
了保证春节期间的快递服务质量，每票
能及时打到车、服务质量好不好。
快件将加收 10 元服务费，同时服务范
春节期间的广西北海涠洲岛艳阳
高照，游人如织。8 日中午，在岛上一家
围和时效将有所调整。
“快递业的春节运营，是一种值班 “网红”海鲜餐厅，游客排起了长队等待
模式。”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
就餐。慕名而来的山东游客徐以峰拿
说，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快递公司以
到一份菜单，上面显示由于春节因素，
价格手段调节消费需求的做法，符合市
每道菜需要加收 5 元服务费。

徐以峰说，这家餐厅的菜品价格不
贵，平均每道菜也就四五十元左右。加
收 5 元 服 务 费 ，相 当 于 提 高 了 10% 左
右。
“春节是旅游旺季，多数消费者最怕
的是开始不说清楚，后面胡乱加价的行
为。这种‘明码标价’的涨价，大家反倒
能接受，这么多人排队就印证了这一
点。
”
不少市民认为，春节期间“明码标
价”式的涨价，是对劳动者付出的肯定
和尊重。但他们同时也对消费市场涨
价乱象感到心塞。
徐以峰说，如在一些城市的火车
站、飞机场，仍有不少黑车徘徊，对外地
游客报出动辄两三百元的价格。在热
门旅游城市的餐饮、集贸市场，有些经
营者表面看上去不涨价，暗地里却缺斤
少两坑消费者，给祥和的节日添堵。不
过，随着政府监管力量的加强，这种乱
涨价的市场空间注定越来越小。
（完）

乡村
“春晚”热折射乡村振兴战略成效
新华社南昌 2 月 10 日电（记者沈
洋 程迪 陈毓珊）中国农历正月初二（2
月 6 日）晚，江西省上饶县清水乡墩底
村村史馆上演了有史以来的首场“春
晚”。
脱贫后的首个年春节，墩底村村民
精心筹备了这场联欢晚会。独唱“有爹
有娘才是咱的福”，笛子独奏“扬鞭催马
运粮忙”，诗歌朗诵“清水颂”……19 个
节目，中间穿插游戏，晚会持续 3 个多
小时，200 多名群众上台演出，2000 多
人到现场观看。
“这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村里最热
闹的一天。”71 岁的村民郑常洪说，演员
都是同村人，节目内容都是反映我们自
己的生活，这样的晚会接地气，好看。
村民廖龙翻一家四口在舞台上展
示了才艺，他表演书法、爱人唱歌、儿子
吹笛子、女儿跳拉丁舞。
“我们全家都参
加演出，希望把脱贫后的精气神展现出
来。”廖龙翻说。
前些年，乡村举办“春晚”还是新
闻，如今乡村“春晚”已经成为很多乡村
的新“年俗”
，传递出乡风文明新风尚。
中国农历正月初一（2 月 5 日），在
江西省高安市建山镇龙城村有着 500
多年历史的隆恩堂里，平日里在外打拼

的游子，在外求学的大学生，和村里的
大妈大叔们共同登台，奉上一台精彩、
充满年味的联欢晚会。
村民敖伙平说，村民们朴实的歌声
与舞蹈，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营造起
浓浓的乡村过大年氛围，也让外出返乡
的人们感受到满满的乡情。
春节期间，江西萍乡市幕冲村、杨
源村、明塘村，余干县重洲村，万年县龙
港村，铅山县马鞍山村等多个乡村都举
办了“春晚”
。
记者采访获悉，这些由农民自办、
自编、自导、自演、自赏的“春晚”，不仅
激发乡村文化能量，满足群众多样化的
精神文化需求，还将农村“种文化”活动
引向深入。
上饶县清水乡墩底村第一书记彭
联军介绍说，在“春晚”的节目选择上，
侧重提倡勤劳致富、尊老爱幼、邻里和
睦的内容，把发生在村民身边的动人励
志故事搬上舞台，用歌唱、舞蹈、小品等
形式，激发群众脱贫奔小康的内生动
力。
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
确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
由此，各级政府把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摆在优先位置，通过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
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
发展。
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之一，而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
“钱袋子
鼓起来之后重视精神财富”正成为中国
农村群众的新期盼。
南昌市民俗博物馆馆长梅联华认
为，由村民自办的“春晚”在越来越多的
村庄上演，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将生
活、劳作的现实图景演绎成富有艺术性
的文化节目，以“就地取材”的智慧和创
新力有效弥补了农村地区的文化发展
劣势，推动农村地区移风易俗，促进乡
风文明。
“乡村‘春晚’等文化新形式既闹新
春又聚人心，既丰富村民生活又传承村
规家训，在愉悦观众的同时也种下乡村
文化复兴的希望。”江西省社科院经济
研究所所长麻智辉说，乡村“春晚”不仅
给大家一段快乐的时光，也让村民在欣
赏“春晚”中增添建设美好家乡的责任
感和荣誉感。

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 4.15 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记者 胡
浩）记者 10 日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
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通讯运营
商、线上旅行服务商的数据，经中国旅
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综
合测算，2019 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
待总人数 4.15 亿人次，同比增长 7.6%；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513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2%。
家庭游、敬老游、亲子游、文化休闲
游成为节日期间主流的旅游休闲方

式。春节期间，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
文旅惠民活动，营造春节气氛。北京、
山西、内蒙古等 12 省区市开展“非遗过
大年、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活动；
“博
物馆里过大年”受到了广大游客和市民
的广泛欢迎。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
数据中心）调查，春节期间参观博物馆、
美术馆、图书馆和科技馆、历史文化街
区 的 游 客 比 例 分 别 达 40.5% 、44.2% 、
40.6%和 18.4%，观看各类文化演出的

游客达到 34.8%。
民俗活动、文化展览等极大丰富了
节日生活。全国各地县、乡、村举办了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逛庙会、猜灯谜、
旅游文化巡游等活动吸引广大游客到
农村去闹新春。草莓采摘、柑橘采摘成
为亲子游的热门活动。
此外，
“ 欢乐春节”活动在全球 13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96 座城市举办演出、
展览、庙会等 1500 多项活动，讲述美丽
故事，
传播中华文化。

新春用工招聘忙

2 月 10 日，
在安徽省巢湖市亿信人力资源
市场，
求职者在了解企业情况和用工需求。当
日是正月初六，
安徽省巢湖市举行新春企业用
工招聘会，100 余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吸引
求职者到场应聘。
新华社 马丰成 摄

全国铁路

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记者 樊曦 齐中
熙）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10 日，春节
长假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预计发送旅客 12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
创今年春运以来单日客流最高峰。
2 月 9 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111.4 万人
次，同比增加 42.4 万人次，增长 4.0%。其中，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75.6 万人
次，
同比增加 3.0 万人次，
增长 4.1%；
上海局集
团公司发送旅客 179.9 万人次，同比增加 13.9
万人次，
增长 8.4%；
南昌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87.5 万人次，
同比增加 1.3 万人次，
增长 1.6%。
针对雨雪天气影响，各地铁路部门迅速
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确保铁路
运输安全畅通和广大旅客安全有序出行。上
海局集团公司阜阳火车站在站前广场搭建
3000 平方米的临时候车棚和风雨廊，合肥、
合肥南火车站利用广播、显示屏等不间断播
放列车到发信息和雨雪天气注意事项；成都
局集团公司在各客运大站廊道、天桥、楼梯、
站台等人流密集通道，铺盖防滑草垫，安排专
人加强积雪清扫和安全引导，防止旅客滑倒；
南昌局集团公司加强各大车站候车室供暖，
保证开水供应。

春节期间

出入境 1253.3 万人次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记者 熊丰）记者
10 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2019 年春节期
间全国边检机关共查验出入境人员 1253.3 万
人次，与 2018 年春节期间相比增长 10.99%。
其中，入境 622.2 万人次，同比增长 9.51%；出
境 631.1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2.48%。共查验出
入境飞机、船舶、列车、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
36.3 万架（艘、
辆）次，
同比增长 1.47%。
春节期间，内地居民因私出入境增长最
为明显，共 722.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97%，
出境目的地排在前 10 位的包括泰国、日本、
越南、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和
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春节期间，成都、昆
明、青岛、重庆等机场相继创单日出入境旅客
人数历史新高，深圳、珠海等毗邻港澳的陆地
口岸出入境人数增长较快，珠海拱北口岸单
日出入境人员最高达到 41.5 万人次。2018
年新开通的广深港高铁西九龙和港珠澳大桥
口岸均刷新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次纪录，分
别达 10.5 万人次和 11.3 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