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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周刊·拜年特辑

互联网时代，不仅仅活化了旧年俗，更让传
统文化与互联网技术进行嫁接，衍生出越来越多
的“互联网”新年俗。

敬业福、爱国福、富强福、和谐福、友善福，打
开手机“AR 扫一扫”，将一个个喜气洋洋的“福”
字纳入囊中。大年三十22：18，支付宝集五福如
约开奖。从网友反馈来看，分得 1.58 元的占大
多数，但大家仍然乐此不疲。6 年来，累计参与
集五福的人数已超过了7亿，平均每两个中国人
里就有1个曾扫福、集福、送福。在一项“你参与
最多的新年俗”问卷调查中，集五福以 87%的得
票率领先。

扫福、讨福已为 80 后章悦的过年必备节
目。章悦笑言，人到中年还在参与集五福这项游
戏，并非在意最后能分到多少钱，而是希望通过
这一形式增进和父母的情感交流，“今年爸爸把
家里的福字都扫光了，但还是缺少一张敬业福，
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扫张敬业福送给他，让
他开心一下。”

扫码“集五福”蔚然成风，让传统“福”文化有
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另外一项“抢红包”活动的流
行，更是全民狂欢的“固定年俗”。今年，微信推
出微信红包定制封面、拜年红包、表情红包等多
种形式的红包类型，让“抢红包”这一春节国民活
动变得更加妙趣横生。

“以前的除夕夜，大家围坐在一起看春晚、吃
年夜饭，如今，一家人抢红包，拼手气，成了过年
标配。”大年三十晚上，在银行工作的张乐风往微
信家庭群里，连扔了十个“红包炸弹”，金额从50
元到200元不等，张乐风说：“抢红包其实就是图
个热闹，增加了一家人的互动乐趣，也算是以另
外一种方式陪伴父母，尽一下孝心。”

今年，为了防控疫情，很多人就地过年，一
份份沉甸甸的年货，满载着家人的思念和牵
挂，“飞”到了亲人身边，让人们感受到团聚的
温暖。

油炸的新鲜肉圆、自制熏鱼、自家灌的香
肠⋯⋯自从告诉父母今年不回家过年之后，在
媒体工作的刘朝路便开启了天天收快递的模式，

“为了打包这些菜，父母还特地买了抽真空的机
器。我只需要放在微波炉里热个几分钟，便能吃
上家乡味道的饭菜。”

寄年货成为新民俗，这背后是家乡父母和就
地过年孩子之间的彼此惦念和牵挂。来自菜鸟
物流的数据显示，1月20日至31日期间，从菜鸟
仓发出的商超类年货包裹量同比2020年年货节
同时段增长 50%。刘朝路说，父母快递寄来的
是爸爸妈妈的味道，家的味道，而他则给父母寄
了血压计和扫地机器人，希望他们能注重健康。
在他看来，疫情让过年的方式变了，但亲情却没
有变淡，一家人相互牵挂，其乐融融，这便是最好
的“年味”。

旧年俗得到传承，新年俗不断涌现，民俗学
家、南京农业大学季中扬教授认为，民俗从来
都是不断发展并逐渐丰富的。沉淀千年的年
俗，如贴春联、拜年、守岁、赏花灯等已成为中华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时代出现了
很多新民俗，借助互联网技术将浓浓的年味传
递下去，表达的正是中国人对“年”的深厚感情
和期盼。

“来一口我们‘老南京’过年必吃的
‘十样菜’，寓意着十全十美，万事顺意。”
大年除夕夜，南京市民吴建民夫妇在饭桌
上支起手机，打开视频，和远在北京、不能
回家过年的儿子一家，吃了一顿热热闹闹
的“云上年夜饭”。千里的距离阻隔不了
亲情，隔着屏幕，祖孙三代“云”聚一堂，聊
天、拜年、看春晚，“一家人心在一起，就是
团圆。”吴建民说。

刚刚参加工作的 95 后陆光辉，今年
选择在南京过年，这是他第一个没有和父
母在一起过的春节。他一度为大年三十
晚上吃啥发愁，最后约了几个同样不回家
的好友，在手机上下单了一家五星级酒店
的“年夜饭外卖套餐”。半成品的年夜饭
送到了家，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陆光
辉赶紧拿出手机拍照，发给远在老家的爸

爸妈妈，当然也没忘了发朋友圈。这个除
夕夜，朋友圈里展开了一场难分胜负的年
夜饭“大比拼”。

正月初一大拜年。20 年来，问候新
年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20 年前打
电话拜年，10 年前发短信拜年，5 年前
发微信拜年，如今则流行短视频拜年、
直播拜年。

“爷爷奶奶新年好，祝你们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正月初一的一大早，南通市民
于先生夫妇收到了在南京的小孙女豆豆
发来的拜年视频。直播连线中，小豆豆唱
新年歌，写“福”字，逗得一家人哈哈大笑，
其乐融融。传统年俗中，过年走亲访友拜
年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今年国家提倡“就
地过年”，减少线下聚集和流动，面对面的
拜年越来越多地被新年俗“短视频拜年”

所取代。“见屏如面”，视频拜年同样传递
着浓浓亲情，让暂时分处两地的亲人们实
现了“线上团圆”。

“飞”上云端的还有压岁钱。“以前要
找个红纸包给小孙子包压岁钱，如今微信
上就可以直接发红包，还可以设置封面和
祝福语。”新年的钟声一敲响，吴建民就通
过微信红包给远在北京的小孙子发去了
压岁钱。

传统年俗中，正月初五是人们燃放
鞭炮、迎接财神的日子。如今，很多城
市禁燃禁放，人们迎接财神的“主阵地”
变成了朋友圈。2 月 16 日（正月初五）
零点一到，朋友圈里，大家纷纷转发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文财神、武财神、五路
财神等图像，祈求新的一年财源广进，
吉祥如意。

就地过年 传统年俗有了 新玩法

又是一年春好时，春节长假，人们走
出家门，在大自然中拥抱春天，在历史街
区寻找年味，是这两年出现的新年俗。

“农历新年的第一缕阳光自天际挥洒
而来，映照着满山的风景都生动起来，希
望和幸福充盈在心间。”70 后汪先生家这
些年的一个新年俗是，大年初一，全家人
到南京紫金山，以登高望远的形式迎接农
历新年到来。汪先生说：“登山是一种健
康的运动方式，平时上班忙，一到周末，孩
子要学习，家长要陪着，没时间过来。大
年初一，全家人齐齐整整的，一起爬山迎
接新年，很有意义。再说当下疫情还没完
全消散，锻炼好身体，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比什么都重要。”

新年新气象，新年步步高。牛年春
节，阳光明媚，不少市民走出家门，以登高
望远的传统形式，祈福 2021 年健康喜
乐。沿着山道，拾级而上，不管是白发老
人，还是幼稚孩童，都在向上攀登的过程
中，享受运动健身的快乐，更寄托新一年
的美好愿望。

暗香浮动，江南春早。春节期间，江
苏各地梅花绽放，娇艳多姿的梅花报告着
春消息，赏梅已成为很多江苏人过年的新
民俗。南京梅花山、苏州光福、无锡梅园、徐
州云龙公园⋯⋯这个长假，这些江苏赏梅

“打卡地”，处处是循香探梅的市民和游客。
初四一大早，无锡市民张凌带着一家

人前往无锡梅园赏梅。1912 年，无锡民
族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依山植梅，
以梅饰山，在这里创建了无锡梅园。如
今，这处江南赏梅胜地已拥有梅树 1 万多
株，梅花品种 400多个。景区内的粉红朱
砂、玉牡丹、二绿萼等早花品种次第开放，
展开笑靥迎接着八方来客。“春节开启了
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凌寒盛开的梅花是春
天的使者。”在张凌看来，“赏梅”已是很多
家庭的春节新民俗，长假期间到花香氤氲
的梅花树丛中和春天来次“邂逅”，拍上一

批与梅花合影留念的家庭照，这个假期才
算圆满。

老门东、夫子庙、熙南里⋯⋯春节期
间，南京多个历史街区花灯高挂，游人如
织，年味浓浓。在大板巷历史街区，小学
生孙思影现场拓印了一张出自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马萌青之手的雕版“福”字年画，
还购买了一盏精致的“金牛”花灯。

孙妈妈郑女士告诉记者，过年，一家
人赏花灯，逛老街，看非遗，是他们家坚持
多年的春节民俗。今年，出于疫情防控的
需要，秦淮灯会取消了线下灯市，但通过
主办方推出的“云上观灯”融媒体产品，同
样可以满足一家人看花灯的需求。点击
该产品中的“云赏灯”板块，能在线 360 度
实景欣赏秦淮灯彩。

逢年过节，在南京夫子庙、苏州山塘
街、常州青果巷、淮安河下古镇等历史街
区，不难见到身着各式汉服、打扮精致的

“小哥哥”“小姐姐”，有的三两成群穿汉服

走一走，有的和朋友约拍。穿着汉服、精心
打扮一番，在古文化街、古建筑旁“打卡”，逐
渐成为了一些爱好古风的年轻人的“新年
俗”。“汉服、古色古香的历史街区，和过年的
喜庆气氛很配哦。”在南京小西湖历史街
区，汉服爱好者青枝对记者说。

用“史上最火春节档”来形容今年的
春节电影市场，可以说毫不夸张，《唐人街
探案 3》《你好,李焕英》《新神榜：哪吒重
生》等影片火爆热映，也延续了“过年看电
影”这一春节新民俗。

在南京新街口国际影城，记者遇到了
“全家出动”前来看《唐人街探案 3》的南
京市民吴慧一家。“既要看春晚，也要看春
节档。”吴慧说，从 20 多年前冯小刚的《甲
方乙方》以来，春节走入电影院就一直是
很多中国家庭的新民俗。今年春节档电
影排片丰富，类型多样，以喜剧为主，讲述
亲情和温情，正契合节日期间阖家欢乐团
圆的喜乐气氛。

今年春节，疫情防控让更多家庭选择了“就地过年”，但借助着互联网技术，贴春联、吃年夜饭、拜年、迎

财神等传统民俗有了新的传承方式，散发着浓浓年味儿、带有互联网基因的新年俗也在不断涌现，与人们

对年的深厚感情形成共振与呼应，寄托着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期许与向往。

云端过年，年俗焕发“新”年味

走出家门 拥抱春天的 新民俗

“互联网＋”
新年俗 让年味更浓烈

赏梅花成为一种新民俗。杨素平 摄

市民走出家门购买花灯

。武家敏

摄

周刊

□ 本报记者 姚依依 高利平
实习生 陈殊楠

新 年 新 气 象 。 当 疫 情 防 控 常
态化，曾经的逛灯会、同学聚会、逛
街 K 歌等年轻人的春节节目，纷纷
被 搁 置 在 了 社 交 距 离 之 外 。 云 上
剧本杀、游戏世界过春节、APP、小
程序、直播间⋯⋯二次元线上狂欢，
成为这届互联网“原住民”最擅长的

“新玩法”。
往年寒假，佳晴放假回家，过年期

间必定和中学同学聚在一起打打桌
游。今年由于疫情防控需要，过年哪
也不能去。她早就想好，要在微信小
程 序 中 邀 请 好 友 一 起 玩“UNO 纸
牌”。“这是一款风靡全球的纸牌桌
游，因为只用颜色和数字，所以你几
乎 能 和 世 界 上 所 有 的 人 一 起 玩
UNO。”佳晴笑道，“过年那么多天在
家待着毕竟有些无聊，和认识和不认
识的朋友一起玩玩 UNO，也算是年
轻人的一种新民俗吧。”

今年过年，罗园和不少同学都没
能回老家相聚，“吃饭不成，那就玩点
游戏了，我们 6 个约好大年初一晚上
一起开语音电话剧本杀，太过瘾了！”
其实比起玩什么，年轻人每年一定都
要聚一聚、聊一聊。今年原地过年，线
上桌游让大家可以边玩边说话，既有
游戏的趣味，又增进了感情。

相比于线上桌游、剧本杀这些新
鲜玩意儿，对网游玩家来说，最开心的
莫过于在二次元游戏世界里过春节
了。网名叫“小熊饼干”的网游玩家
介绍，每逢春节，游戏世界里都会上
架许多新年限定款服饰、坐骑、背景，
甚至是专为春节设计的年味十足的
游戏副本。“大年初三，我们工会（战
队）的人就聚在游戏里群聊，一起打
怪，如果很巧合地触发了机关，还可
以看到游戏世界里的美妙烟花，那感
觉太刺激了！”

即使小伙伴们上网时间很难凑
到一起，年轻人的春节注定难以“甘
于寂寞”，进入“口红一哥”李佳琦、

“好物推荐官”薇娅等直播间可谓“一
举两得”。“我不是天天都看，有想买
的东西了，就打开手机看看关注的主
播，有时候确实会被‘安利’其他商
品。”90 后雪柔一般通过直播买护肤
品、服装，她表示，过年期间直播间优
惠力度比平时都大，说不准她也会买
上几单。

曹明溪是在去年疫情之后才开始
看直播的，居家隔离的日子没法工作、
留学也被搁置，她的注意力逐渐转向
了b站上的游戏直播，“其实我自己不
打游戏，就是发现有一些 up 主说话
接地气、还挺搞笑的，所以游戏直播我
会一直在旁边放着，有一种陪伴感。”
今年春节，她关注的游戏 up 主“中国
BOY 超级大猩猩”等都开了直播，令
她十分欣喜。春节期间，除了游戏直
播，除夕夜直播的“b 站拜年祭”也吸
引了不少年轻网友。

比起泡直播间，听书、听电台也
成为年轻人春节期间的最爱，关键是
还有满满的获得感。春节期间，新闻
传播学专业在读硕士生梦蝶继续从
电台汲取营养，“《报纸与新闻摘要》
和我喜欢的央广经济之声过年都正
常播出，《王冠红人馆》等过年也会有
特别策划，有他们陪伴我过年，我觉
得很充实。”

对于李哲玮而言，电台是他“延伸
学习”的重要途径。李哲玮表示，《得
到知识春晚》直播陪伴他度过了好几
个除夕，“过年期间零散时间比较多，
但也不能忘记终身学习，听电台可以
让我升级自己的知识库。”

丁洁春节期间也继续保持每日睡
前在喜马拉雅 APP“听书”的习惯。

“一些文史哲类的书平时也很难看进
去，春节期间，打开手机，每天听一点，
专心听进去的话，也挺有收获的。‘听
书’的制作都很好，里面会根据内容营
造书中的声音、氛围和场景，让我很容
易‘脑补’，有代入感，比起单纯的 AI
念，感觉‘听书’思维能够真的进到书
里面。”

无论是拿起手机，和同学朋友来
一场“云上新年 Party”，还是打开直
播，“走进”更远的世界，又或是打开
电台，让新年从“充电”做起，新春依
旧，新意无穷。张灯结彩不变，“云”
中团圆、就地“充电”亦是新一代的别
样年味。

互联网“原住民”，

玩转二次元线上春节

□ 本报记者 于锋 王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