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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2月 16日电 （记者 孙清清） 河南近日印发
《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实施意见》，严格
耕地用途管控，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监管，规范流转土地管
理，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确保全省粮食种植面积不低
于 1.6亿亩，保障粮食产量稳定在 650亿公斤以上。

为坚决遏制耕地“非粮化”倾向，意见提出，严格耕地
用途管控，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耕地保护目标
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
耕地，要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特别是保障小麦、玉米、
稻谷三大谷物的种植面积。一般耕地应主要用于粮食和油
料、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
地、园地等其他类型农用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
果业以及从事挖塘养鱼、非法取土等破坏耕作层的行为，禁
止闲置、荒芜永久基本农田。

意见还提出，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监管，不得擅自调整
粮食生产功能区，不得违规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建设种植和
养殖设施，不得违规将粮食生产功能区纳入退耕还林还草范
围，不得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超标准建设农田林网。规范流
转土地管理，强化租赁农地监测监管，对工商资本违反相关
产业发展规划大规模流转耕地不种粮的“非粮化”行为，一
经发现坚决予以纠正，并立即停止其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河南确保全省粮食种植面积

不低于1.6亿亩
防止耕地“非粮化”

“2021河南省春晚的《唐宫夜宴》是我
心中的最佳节目”“甩出王炸”“支棱起来
了”“青铜变王者”……

2021年的春晚大餐，一向低调的河南
春晚凭借着硬核的节目内容，竟然“C 位
出圈”。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网民纷纷
留言，对河南春晚赞誉有加。

“王炸”背后，亦有“好牌”。2021河南
省春晚缘何被赞“出圈”？新华社记者带
你一探究竟。

互联网时代，春晚舞台是否必须请
来一线大牌，才能带来流量加持？河南
春晚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没有浮夸的宣传，整台晚会制作成本
不足千万，略显朴素的河南春晚却在网络
上赢得了百万网民在线“打 call”。节目视
频播放量超 20 亿，微博主话题阅读量 4.9
亿次，多次登上各平台热搜榜单……一时
间，河南春晚刷屏了不少人的朋友圈。

2021 河南省春晚总导演陈雷认为，
从节目编排到后期宣发，主动拥抱互联
网思维是河南春晚取得成功的关键。“互
联网思维的核心是用户思维。大家会不
会来看？为什么要看？看点在哪？在整
台晚会的制作上，我们始终带着这些问
题去实践和思考。”

陈雷说，河南春晚是让表演者去服
务节目内容，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
在节目观赏中取得情感共鸣。

以节目 《我们能》 为例，以小见大
式的故事化表达和精美的歌舞编排，再
现了各行各业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奉献
与付出。小女孩与年轻母亲的隔空拥
抱，把人们再次拉回到抗疫记忆的同
时，也触发了不少人的泪点。

“把每个人共同的生活经历融入作品

之中，让每个人都有参与感，我们的节
目才能打动人心，才能被认可。”2021河
南省春晚艺术总监李暄说。

今年的河南春晚，爆款节目非 《唐
宫夜宴》莫属。

这支 5 分钟的舞蹈，将大唐风华融于
少女的嬉笑怒骂，时而严肃，时而活泼。
背景配以“妇好鸮尊”“莲鹤方壶”“贾
湖骨笛”“捣练图”“簪花仕女图”等诸
多“宝物”，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活
起来的博物馆奇妙夜。

“如果只是单纯的舞蹈表
演，《唐宫夜宴》的影响力肯定
没有这么大。我们运用虚拟现实
技术，通过时间、地点的变化，把
整段舞蹈分段切换，并结合了中国
山水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
李暄认为，正是表达方式的创新，才重新唤
醒了传统文化原本就具有的巨大魅力。

“舞蹈里有国宝，有国风，还有国
潮。国宝带国风，国风造国潮，用传统
文化引领潮流之风，是传统文化重焕生
命力的重要手段。”李暄说。

网民评价 《唐宫夜宴》 让自己看到
了熟悉的陌生感，“那些小女孩的身影，
不就是这个时代正在赶上班早高峰的我
们吗？”古今时间线上的关联，也是陈雷
认为 《唐宫夜宴》 的成功之处。

“把趣味性的古代场景还原成今天每
个人的日常生活场景，让古玩和每个现代
人的心灵发生碰撞。我觉得这是让传统文
化、古代文物活起来的好办法。”陈雷说。

一系列创新之举，让曾经并未受广泛

关注的河南春晚成功“出圈”。对此，2021
河南省春晚执行策划徐娜认为，“出圈”背
后反映了民众对文化类产品审美水平的
提升。

“文化不是一味地迎合，而是在视野、
格局、深度上的引领。河南春晚能打出

‘王炸’，依托的是河南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这副‘好牌’。‘出圈’的表面是我们在坚
持做文化，背后却是寻找文化的观众找到
了我们。”徐娜说。

陈雷也坦言，最开心的不是听到别人
对节目质量的夸赞，而是听到有人看完节
目后，确实想去博物馆转一转。“这恰恰体
现了每个人身上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
根植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只是需要我们
通过创新手段去唤醒。”

实际上，全国多地博物院正在通过各
种创新手段，激活传统文化活力，满足更

多游客“转一转”的文化消费需求。
河南博物院将馆内珍宝打造为“考古

盲盒”，还附赠考古钻探工具“洛阳铲”；北
京故宫博物院打造了“故宫生活”等系列文
创产品；三星堆博物馆将收藏的青铜大立
人、铜戴冠纵目面具、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等文物设计成玩偶模型，深受游客喜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除去受疫情影
响的 2020 年，“十三五”时期，全国居民人
均教育文化娱乐年消费支出持续上涨，
2019 年达到 2513 元，增长 12.9%，占人均
年消费支出的 11.7%。

陈雷认为，河南春晚的“出圈”现象，
在给予文艺工作者信心的同时，也对当前
文艺创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选好
题材、用好形式、讲好故事，是文化类节目
和产品创新的关键。

（参与记者：牛少杰、李文哲）

“王炸”背后，亦有“好牌”
——2021河南省春晚缘何被赞“出圈”？

新华社记者 翟濯

互联网思维突破流量“怪圈”

创新表达唤醒文化自信

“出圈”背后彰显民众文化审美提升

今年，许多“打工人”响应号召选择“就地过年”。
“打工人”也是“干饭人”，不管在哪里过年，总要吃好喝
好，才有过年的味道。往年春节，餐饮最火爆的当属各家
饭店的大堂，但在“就地过年”的新潮流下，这个春节的

“食堂”则从线下搬到了线上。
从“一人食豪华套餐”到“小家庭团圆饭”，从“快

手家常菜”到“半成品年夜饭”，春节餐饮新特点让餐饮
消费转型特征更加凸显，餐企变革也乘势而上，行业新增
长点正在加速形成。

餐饮门店堂食受限餐企顺势求变

春节前夕，全国多地发布疫情防控指南，倡导控制聚
餐人数，再加上人们自主疫情防控意识增强，餐饮门店传
统的“团拜宴”“年夜饭”遇冷。

记者在四川成都市区多家餐厅的订餐日历上看到，虽
然早在去年国庆节后，就有顾客提早预订了腊月二十九、
大年三十和正月前几天的家庭宴席，但排期不像往年那样
密集，面向企事业单位的大型团拜宴订单量下降尤甚。

成都一连锁餐厅大堂经理表示，春节前后本是餐饮行
业的旺季，往年一个月订出去三四百桌只能算基本水平，
火爆的时候排两三轮也不一定有空位，订餐电话都快被打

“爆”了。但是今年情况不一样，不仅电话略显冷清，不
少来电还是退订的。

“门店堂食退订是由客观原因导致的，但人们春节餐
饮消费的需求还在，而且很旺盛。”成都餐饮同业公会秘
书长袁小然说，去年以来餐饮企业就在不断求新求变，以
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的需要，如今“就地过年”既是挑
战，更是机遇。

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为应对“就地过年”新趋势，
餐饮企业想出各种招数应对，在菜品创新和就餐形式等方

面花足了心思。
“今年我们主打家宴头盘菜，特别包装推出佛跳墙和

干烧海参两款‘硬菜’，连锅带菜全部备齐。”成都老房子
华粹元年食府总经理熊江华介绍，顾客只需在手机上选定
菜品，餐厅就会提前制作好并按约定时间送货，简单加热
就能摆上宴席。

绿地酒店旅游集团商务市场部总经理张乐介绍，在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举措的基础上，酒店推出“星厨上门”服
务，由酒店专业厨师携原材料到消费者家里现场制作佳
肴，受到不少客人欢迎。

餐饮线上服务量质齐升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加强线上服务成为传统餐
饮企业寻求转型、绝地求生的重要途径，在今年的春节餐
饮消费中，许多餐饮企业也是依靠线上推陈出新，提供线
上服务的餐饮企业范围越来越大，服务质量明显提升。

据了解，今年上海有 78 家餐饮企业、2274 个门店的
225 款年夜饭套餐支持外卖。西贝、眉州东坡、青年公社
等餐饮品牌，都在线上推出年夜饭套餐或新春套餐。

越来越多的高级宾馆酒店加入线上“年夜饭圈儿”。
飞猪平台数据显示，春节前一周，该平台自提酒店年夜饭
的预订人次环比增长了 4.2 倍。在广东，广州白天鹅宾
馆、广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等纷纷推出可自提的粤式新春
盆菜，让“打工人”在家也能享受品质大餐。

一些老字号也不断拓展线上业务。以素食闻名的老字
号功德林完善了美团、饿了么等平台的线上供应菜品，顾
客春节期间可以通过外卖服务形式，在家吃到和饭店一模
一样的味道。

在传统餐饮企业急迫转型的同时，各大互联网平台和
零售企业则依托资源优势不断向更多生活消费场景延伸，

共同满足了消费者“就地过年”带来的各种餐饮新需求。
在各大网络订餐平台，各类快手菜、半成品年菜销售

非常火爆。为满足年轻人用餐轻量化、低热量需求，盒马
上海推出了“小家庭团圆餐”，预订量占其年夜饭套餐的
近六成。美团也联合各地商家推出“年夜饭到家”服务，
支持从单人餐、双人餐到 10 人以内家庭聚餐等多种规格
年夜饭外卖。

新需求带来增长点助力行业变革

疫情发生后，以聚集性、接触性为特点的餐饮消费市
场受到很大影响，餐饮业成为受损最严重、复苏最缓慢的
行业之一。

“但餐饮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很强韧性，能够不断推陈
出新适应变化的行业。”袁小然说，一些能够持续推进创
新转型的餐企还在扩大规模，以成都为例，春节前一个月
南堂、悦百味、大鸭梨等连锁餐企新开门店就超过 100
家，这种趋势在春节餐饮消费能量持续释放的背景下更加
凸显，也为行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业内人士分析，近年来餐饮和零售两个看似特性完全
不同的业态出现了交集，从海底捞自热锅到肯德基推出

“KAIFENGCAI”，再到杨国福自热麻辣烫……餐饮零售化
成为最新的商业趋势，而“就地过年”则加速了这种趋势。

例如，“就地过年”在很多城市催生了“一人食”消费需
求。连锁商超大润发数据显示，统一旗下的开小灶火锅在
上海销量猛增 233%。同时，大润发自己研发的加热即食快
手年菜自 1月上市以来，每周销量环比增长超过 50%。

饿了么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在线上供应年夜饭套餐的
餐饮品牌数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164%、参与门店激增
260%，供应的年夜饭套餐数量更是同比上涨近 3倍。

业内人士分析，“就地过年”强化了餐饮到家消费场
景和需求，倒逼餐企涉足生鲜、预制菜、包装食品等零售
领域。尤其是供应链和品牌优势明显的头部企业纷纷借力
线上平台，从单一的堂食转变为堂食、零售“两条腿”走
路，有望形成餐饮行业新的增长点。

中国饭店协会的报告认为，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餐饮
业冲击巨大，但也催生了新的亮点，餐企外卖、食材零
售、成品半成品工业化业务均有不同程度的拓展；社区团
购+集中配送、中央厨房+冷链配送、无接触服务等也促
使全行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

“半成品年夜饭”“线上食堂”“星厨上门”……

餐饮消费推陈出新能否迎“春”翻“牛”？
新华社记者 胡旭 熊琳 陈爱平 任超

这是河南省春晚节目 《唐宫夜宴》 录制时的画面 （2月 1日摄）。 新华社发

2 月 16 日，游客在云台山风景区欣赏春景。随着气温回升，位于河南省焦作
市修武县太行山区的云台山风景区春意渐浓。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2月 17日电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为提高
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加强托育机构、幼儿园
和学校传染病防控，教育部近日联合卫生健康委印发 《儿童
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强调儿童入托、入学须
查验预防接种证。

查验办法明确，现阶段全国所有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小
学均应当开展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查验对象为
所有新入托、入学、转学、插班儿童。托育机构、幼儿园和
学校在儿童入托、入学时，须查验预防接种完成情况评估结
果，并督促需要补种疫苗的儿童监护人及时带儿童到接种单
位补种疫苗，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须在新生
开学后或儿童转学、插班 30日内完成。

根据这一办法，对需要补种疫苗的儿童，疫苗补种工作
由儿童居住地的接种单位或托育机构、幼儿园、学校所在地
接种单位负责，完成补种后，接种单位应在预防接种证上入
托、入学预防接种完成情况评估页填写补种完成信息，交托
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在当年 12月底之前再次查验。

教 育 部 强 调 儿 童 入 托 入 学

须 查 验 预 防 接 种 证

2月17日，游客在天坛公园参观游览。2月17日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
不少市民游客在天坛公园参观游览，欢度假期。今年春节期间，包括天坛公园在内的北京
市属10家公园实行限量、预约、免费开放，吸引市民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2月 17日电 （记者 胡 璐）“十三五”期间，
我国坚持科学防治、综合防治、依法防治，累计完成防沙治沙
任务 1000多万公顷，完成石漠化治理面积 130万公顷，四大沙
地生态整体改善，石漠化程度持续减轻。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5年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
程累计完成营造林任务 101.9 万公顷，工程固沙 3.47 万公顷。
在内蒙古、青海、甘肃等黄河流域 5省（区）启动实施了规模化
防沙治沙试点项目。新增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 46个，新
建国家沙漠（石漠）公园 50个。

同时，加快推进石漠化治理。目前我国石漠化土地面积
1007万公顷，与 2011年相比，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少 193.2万公
顷，其中极重度石漠化减少 15.1万公顷，减少 47.1%；长江流域
泥沙量减少 40%以上；石漠化地区植被综合盖度达到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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