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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沪宁杭

刚刚过去的跨年夜，32 岁的程雷在成
都度过。在他乡跨年，需要传送的祝福可
不少，但整整一晚上，程雷的短信收件箱只
响起一次铃声，还是某家银行发来的新年
祝福。与此同时，他手机里的各个微信群，
却是闹腾了一晚上。

这让他有些感慨：十多年来，我们的贺
年方式发生了太大变化，从贺卡到电话，从
短信到彩信，从QQ到微信，贺年方式的变
迁见证了时代的发展。

工信部数据显示，在拜年传统上曾连
续多年独占鳌头的短彩信已连续 3 年下
滑。与此同时，网络红包、微信拜年等新兴
方式逐渐兴起，工信部表示：“春节期间移

动数据流量消费爆发式增长。微信拜年、
网络红包等互联网企业推出的春节特色服
务已成为春节娱乐的主流方式。”

◆一个问题

贺新年祝福廉价、感情变淡了？
专家：核心价值理念未变 只是

表达方式变了

整理旧物时，翻看一封封书信，戴先生
有些感慨：现在谁还会这样字斟句酌地写
信呢？还有人认为：智能手机时代，祝福动
动手指就能传送，是否意味着感情变得淡
漠，祝福变得廉价了呢？

“其实，无论是写信、送贺卡、发短信还是发
微信，只是方式变化而已，过年最根本的亲情体
现还在，这是中华民族亲情最重要的表现。”著
名民俗学家袁庭栋认为，目前微信拜年、网络红
包的兴起，“只是新科技手段的出现，更方便便
携的方式出现让它普及，以后也会有更方便的
手段出现，层出不穷，这是很正常的。”

袁庭栋认为，“有很多人担心现在年味越
来越淡，传统民俗越来越淡，这是杞人忧天，
过年最根本的内容是中华民族习惯亲情的
表现，这是民俗的根本。”袁庭栋觉得，中国
传统节日都是以团圆为中心的，“就我的观
察来看，核心价值理念没有变，只是表达方
式变了。” 摘自《成都商报》

拜年短信连续3年下滑

网络贺年成主流
2016 年 2 月 16 日，工信部官网发布

春节期间通信业数据。
数据显示：2016 年除夕当天，微信

红包收发总量达 80.8 亿次，是 2015 年的
8 倍，参与人数达到 4.2 亿，微信红包收
发峰值达每秒40.9万个。

工信部表示：“春节期间移动数据流
量消费爆发式增长。微信拜年、网络红
包等互联网企业推出的春节特色服务已
成为春节娱乐的主流方式。”

还记得，那些年我们忐忑又激动地打
出的新年电话吗？还记得，那些年我们精
心写就的新年信件，精心送出的新年贺卡、
精心编辑的新年短信吗？

◆写信
纸墨方寸间 尽道一年事
回顾多年的拜年方式变化，比手机更

久远的记忆属于戴先生这类70后。
戴先生是江苏人，此前在外地工作。

2000年以前，每年元旦，他都会给家人寄一封拜
年信，一页信纸加一方自刻印章，详细地报告一
年的收获，何时回家过年、明年规划等。他回
忆，那个年代物流尚不发达，一封信要在路上

“走”好几天，“寄回家的信，往往一周才能送到家
人手里，为了掐准新年的时间点，书信在元旦之

前的半个月就写好了，12月24日、25日就寄出去。”

◆电话
一声“新年好”回忆仍甜蜜
颜先生对贺年回忆最深的是家里安装座

机那年，“大概是 1998 年吧”。“爸妈，新年
好。”1999 年元旦，千里之外的他用单位座机
给家里打一个电话道了一声好，“回想起来，
很温暖很甜蜜”。

◆贺卡
一张张贺卡“全是青春的回忆”

2000年时，程雷还在上高中，他记得，每
到新年来临前，校门口的文具店就会摆出各
种新年贺卡，甚至还流行过打开就能唱歌的
贺卡。“那时非常流行，同学、老师，提前就会
拟定送贺卡的名单，一个都不能缺。”精心挑
选后，再亲自写上祝福语，“会送出去很多，

也会收到很多”。前两年回老家，程雷还在
书房里找出一大堆新年贺卡，“全是青春的
回忆”。

而在几年前，荷花池文化用品批发市场的
王老板就彻底停掉了贺卡的生意。原因很简
单：“基本上没人买了，也没有人来进货了。”

◆短信
祝福的短信 跨年夜“轰炸”
2003年，程雷上了大学，买了人生第一部

手机。那年春节起，短信成了他最主要的贺年
方式。他还记得，12月31日23点59分，很多人
会将元旦祝福短信群发给同学亲友，他的手机
也会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短信轰炸”。

再后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程雷注意
到，新年之际几乎不会收到短信了，自己也不
会再发短信，“说不清楚啥时候开始的，大家开
始流行微信祝福，或者就是直接红包大战了。”

1月1日，2017新年第一天，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宋徽宗”与“皇后”
戴着防毒面具，率领“包公”及“后宫佳丽”等，与骑友们一起参加公益骑
行，呼吁低碳出行减少雾霾。只有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少排放，多节能，
才能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活更美好。

摘自中新网

呼吁低碳出行

“宋徽宗”携“后宫”
戴防毒面具骑单车

随着“泛娱乐产业”一词被广泛提及，
围绕 IP 进行的文学、影视、游戏、动漫等深
度开发，成为业内人员共同追求的发展方
向。网易云阅读近期发布《国民阅读口味
报告》和《2016 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生存报
告》，以数据剖析在网络文学不断发展的当
下，什么人在读什么样的网络文学，以及究
竟是什么人在从事网络写作。

上海电子阅读覆盖率高

《国民阅读口味报告》主要在上海、杭
州和深圳进行抽样。调查发现，网络文学
的读者更喜欢人文、历史、玄幻、言情、都市
和校园等几种类型的作品。倾向鸡汤型文
学的读者占 52%，社科型的占 47%，畅销
IP类的占43%，如《微微一笑很倾城》。

性别方面，男性更偏爱深阅读，如军事
历史、社科历史、经济管理等；女性则相对
享受浅阅读，如畅销小说、古代言情、穿越
架空等。

在上述三座城市中，电子阅读覆盖率
超过 70%的是上海；杭州是在线支付率最
高、偏爱经管类书籍的城市，而深圳的读者
中关注科技类书籍的人最多。

数据显示，网络文学读者的口味并不
繁杂，但对作者的要求越来越高。原创网
络文学由于其在线连载的特殊性，作者和
读者的关系相当紧密，不少网络文学平台
开发了读者和作者实时互动的体系，读者
甚至可以对作者进行“催更”或打赏，因此，
网络文学作者也可以说是最关心读者口味

的作家群体，有 96%的作者会花时间看作
品评论和读者互动，73%的作家会因为读
者的建议而修改内容。

三成网文作者是全职写作

《2016 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生存报告》
则覆盖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三十多省
市。数据显示：“85后”和“90后”已经成了
目前网络文学的创作主力军，其中男性占
32%，女性占 68%；年龄方面，21 岁到 30
岁之间的作者占 64%，学历多以本科和专
科居多，其中本科多达 45%，研究生及以
上只有 3%，中学及以下的作者只有 18%；
网络文学作者大多单身。

在这些作者中，只有三成是全职写作，
七成签约网络文学平台。他们从事网络文
学写作短则半年，长则10年。超过七成的
作者是出于爱好“入坑”，有超过半数作者相
信网络文学创作是可以从事一生的职业。

为什么这么多人投入网络文学创作？
有超九成的作者提到这两年影视作品的
IP热，希望自己的作品影视化、游戏化。

IP有待更多衍生和发展

与网络文学作者们的高期待值相比，
国内目前的 IP 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以单
向开发、版权简单售卖为主，对于一个 IP
作品的开发方式往往模式化和同质化，并
没有对 IP 作品本身的价值给予充分的重
视。对 IP 开发，作者直接发表意见的权利
不多。作者“更俗”表示，从作者角度，他对

IP 热喜闻乐见，“当初写作就是奔影视剧开
发去的。国内影视剧的题材很广泛，但涉及
到现实题材、职场商战类的比较少。如果有
机会能与真实的房地产行业做融合，这是非
常新鲜和有趣的事情，比如开发一些类似模
拟经营或养成的游戏等。”

网易云阅读负责人范少卿则认为：“从整
个文化产业看，网络文学仍是其中创意最为
活跃、更新速度最快的一个群体，作者自身对
于作品的开发应该具有发言权。”

摘自《新闻晨报》

网络文学阅读口味、作者生存报告出炉

鸡汤文受宠 作者多为“85后”

因为孤单与疾病，家住上海市静安
区共康四村的一位94岁老人，在家中陆
陆续续装上了 32 把锁。这些锁不但锁
住了家中大大小小的门，也锁住了她的
心，隔绝了她与外界的联系。在小区的
自治活动中，居委会党总支引领居民志
愿者组成了一支“暖心队”，想方设法打
开了老人家中的32把锁，更打开了她心
中的锁。

共康四村地处静安和宝山交汇地
带，是彭浦新村街道辖区内一处大型
居 民 小 区 ，因 小 区 老 龄 化 程 度 特 别
高 ，住 在 周 边 的 邻 居 把 这 个 小 区 叫

“长寿村”。
在小区的老人中，94 岁的王曼华曾

让不少居委会工作人员揪心。10 多年
前，丈夫去世后，没有子女的她成了孤
老。悲伤过度加之长期的孤单生活，王
阿婆出现了癔症。她害怕窃贼来偷东
西，就在家中的门上安装锁具和插销；她
认为有人会给自己下毒，就给橱柜加
锁。如此一道道锁，最后竟然安装了 32
把。被锁上的不仅是家中大大小小的
门，更是她的心。她害怕与人接触，对人
的戒备心越来越强，天天把自己关在房
子里，谁也敲不开她的门。

居委干部与志愿者团队通过各种暖
心服务慢慢地让王阿婆解开了心锁。

摘自《解放日报》

只因孤独

九旬阿婆
家装32把锁

去年12月31日晚上6点多，几乎所
有的家庭都准备庆祝新年的到来，可就
在这天晚上，沙坪坝区大学城一小区的
李先生夫妻却在阳台上看到一个黑色的
布条，上面写着“SOS”（国际求救信号），
到底是谁在恶作剧，还是真的有人在求
救？李先生夫妻思前想后还是决定报警
求助，在民警一层层楼筛查后，终于查出
了事件的真相⋯⋯

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现场，仔细观
察求救布条，发现正反面都写有“SOS”，
大小约两个笔记本电脑平铺。民警通过
布料的材质重量和李先生厨房阳台的格
局判断：丢布条之人只可能是李先生同
朝向这个户型，但楼上还有十一层住户。

当民警摸排走到楼上第 8 层时，有
位小朋友喊道：“王某某，你的求救信真
的把警察叔叔喊来了！”

觉得事有蹊跷，民警敲开了小孩家，
问询孩子父母才知道事情来龙去脉。原
来，当日下午 2 点多，10 岁的小涛（化
名）父母出门办事，因担心小孩淘气出门
玩耍，对大门进行了反锁，只留了小涛和
他的爷爷在家里睡觉。大约下午 3 点
时，一觉醒来的小涛想开门出去找小朋
友们玩耍，可是拨弄半天也无法将门打
开。一筹莫展时，想起了电影里的求救
场景，小涛拿出家里的粉笔在一块黑色
布 条 正 反 面 写 下 了 大 大 的 三 个 字 母

“SOS”，丢下了楼⋯⋯
摘自《重庆商报》

只因不满被反锁

阳台现“SOS”布条

10岁男孩自“导演”

打造“互联网+明厨亮灶”升级版，消费者可看餐厅后
厨“直播”；在全国率先实现地沟油“产、收、运、处”全程闭环
监管，更多公交车将使用地沟油转化燃料⋯⋯食品安全将
是上海 2017 年的重点整治项目，进一步规范网络订餐服
务、疏导管理无证小餐饮等新老问题，都是上海今年食品安
全的重点工作。

新年来了，记者获悉，《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办法(修订草案)》已三审通过，许多条款比对国
家法均予“顶格”处理，体现上海的“最严”标准。

上海街头藏着不少弄堂美食，但因房屋产权、环境影响
等，一些餐饮店办不出证照，处境尴尬。如何既确保食品安
全，又保留城市的“烟火气息”？上海考虑深化“放、管、服”
理念，对申请证照有困难但符合一定条件的小型餐饮服务
提供者，探索通过备案等方式实施分类管理，并建立相应的
退出机制。

根据初步设想，要纳入备案管理的小型餐饮服务提供
者，至少要满足的条件是:不扰民和影响环境、确保食品卫
生安全、周边群众确有生活需求。符合条件的小型餐饮服
务提供者可到所在街镇备案，日常经营活动要纳入市场监
管、消防、环保、城管等部门的监管范围。

今年，上海食药监局将进一步探索将政府监管信息、订
餐平台企业掌握的实体餐饮店信息与消费者点评、投诉信
息“三方对接”，利用“大数据+科技”手段强化监管态势。

摘自《文汇报》

申城“弄堂美食”
或有新出路

“今晚跑步吗？”生活中，这样的打招呼方式你一定不陌
生，普通市民的健身意识越来越强。日前，QQ大数据就发
布了基于 QQ 运动的《2016 中国人运动报告》，披露我国人
均每天运动 5112 步，而南京市的运动指数更是排在第 4
位，表明南京市民的确“动”起来了。

南京人运动指数排第4

在人们印象中，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人群似乎更
爱运动，但《2016 中国人运动报告》中，对城市日均步数和
城市运动意愿程度进行组合分析得出的“城市运动指数”来
看，贵阳、长春、南京等城市排名更高，南京的城市日均步数
为5428步，而运动指数93，名列全国第4名。

在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有一个共同点是空气质量较高，
如贵阳长期处于空气质量“优”的级别，可见城市环境对于
运动有很大影响。而多次遭遇雾霾的首都北京，城市运动
指数只有85，排在全国25位。

另外在全国城市运动指数前30名中，长江以南的城市
占据 20 个，或许因为天气的原因南方人更爱运动，同时也
有从发达地区辐射到中西部、从一线城市延伸到二三线城
市的趋势。

中国人日均行走5112步

《2016 中国人运动报告》披露中国人日均行走步数为
5112 步，中国人最常进行的运动中，健走占比 36.93%、跑
步占比 23.56%，两者之和超过 60%；之后是骑车 14.60%、
健身 9.84%、跳舞 3.46%等，看来国人更喜欢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随时进行的运动。

中老年比年轻人爱走路

对于年轻人来说，运动场所也和其他年龄段不同。90
后及00后在公园和户外运动的比例，远低于80后、60后及
70后，在家里或宿舍运动比例更超过1/4，他们更喜欢随时
随地的运动。

运动和健康息息相关，近年来高血压发病率增高，年轻
人特别是城市白领日益增多，长期久坐办公室、缺少运动是
首要原因，这一点在报告中也有体现。报告显示，18 岁以
下及 28-36 岁年龄段平均步数在 5000 步左右，步数较低，
反而 46 岁以上的中老年平均步数在 5400 步以上，他们有
较多的时间运动，对健康的重视也更强。

从性别来看，男生比女生平均运动步数更高，男生平均
5559 步，而女生只有 4508 步。这一点也符合“男生喜动，
女生好文静”的常理。 摘自中国江苏网

名列全国第4

南京人日均步数
为5428步

当温州商人杜圣博以超过 1.6 亿元的价格在巴黎拍下
一枚清乾隆“乾隆御笔之宝”玺的消息还在为人津津乐道的
时候，网上却开始传言消息称买家至今未付款，并且已于
拍卖行失联，引发国人在海外拍卖场失信的讨论。记者了
解到，这一消息源于龙美术馆创始人刘益谦于自己朋友圈
及旗下“在艺”APP 上的发文。杜圣博本人告诉记者，对传
言早有听闻，目前自己正在办理签证，将亲自去法国“提货”
回国。

“十几天前温州人还牛×吼吼在法国拍卖竞拍下这乾
隆皇帝玉玺，３天后温州人就与法国拍卖公司失联了，诚信
再次让国人在全世界丢脸⋯⋯”2016 年 12 月 30 日，著名
收藏家、龙美术馆创始人刘益谦在其创办的“在艺”APP 更
新了一篇文章，表示 2016 年 12 月 14 日，温州籍收藏家杜
圣博以 2100 万欧元成交价在法国巴黎德鲁奥拍卖行拍下
清乾隆“乾隆御笔之宝”玺 3 天后失联一事，并表示自己原
先打算出价 500 万欧元参与该玉玺竞拍，但在“失联”事件
发生后，拍卖完了不付款的事情在海外市场令国人的形象
越来越差，今后自己不知道要如何参与竞拍。

作为圈内知名收藏家，刘益谦一文引起了不少人关
注。杜圣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原本是计划过完
年后再将玉玺从巴黎运送回国，但这样的传言愈演愈烈，已
经影响到温州人的形象，目前自己正在办理去法国的签证，
会尽快亲自去“提货”。据悉，当天拍下乾隆玉玺时，杜圣博
并不在现场，而是通过手机在北京远程“遥控”其助理操
作。而对传言中提到的未付款的问题，杜圣博表示从拍下
到支付，中间还有不少流程，但资金上并不存在困难，“拍卖
行的圣诞假结束后，我也很愿意晒出付款凭证来”。

摘自《温州商报》

温州商人1.6亿拍玉玺失联？

当事人回应:
正办签证去提货

《何以笙箫默

》等根据网络文学改编的

影视剧热播

，激励了一大批网络写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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