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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波一早起来，脚刚迈出门，顿了顿，
又折回向小院走去。这几天，他就像个惦记着
过年礼物的孩子，院里停放的那款最新的小
麦收割机，盛满了他对来年的期待。

孟庆波是山东邹平县明集镇解家村的种
粮大户。抚摸着这匹“良驹”，他心里忍不住
乐，这“年货”买得太值了。

买小麦收割机，还是在去年玉米收获季
动的心思。站在自己的 400 亩玉米地面前，老
孟望着新购置的玉米收割机来回穿梭，空气
中散发着庄稼成熟的味道，他就寻思要是麦

收也用上“大家伙”得多美。这年，他用农机帮
别人收割，一算，一个多月赚了 7 万多块钱，
他当即向家里人宣布，现在就想买台小麦收
割机。

“我去年 11 月就交了定金，这个月 6 号
才开回来。”孟庆波说，过完年，春耕时就能马
上用起来。

因为农机的事，县里的农机销售代表曹
光钊，被老孟盯上了。“老孟给我打了不下 5
个电话，还来了好几趟，一直催他买的小麦收
割机什么时候到呢！”

这些年，邹平县里农民购置了不少收
割机、拖拉机等设备。但原来的收割机，喂
入量小，收割效率低，一天最多收割 100 亩
地。这不是邹平县独有的现象。在农机市
场，低端产品社会需求基本饱和，而智能高
效、节能环保的高档农机却供不应求，我国
由农机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仍需诸多跨
越。老孟也一直盼着农机质量能更好。这次
他添置的新机，一天轻松就能收 150 多亩。

曹光钊给老孟推荐的这款收割机的生
产企业雷沃重工，连续 16 年居国内行业领

先地位。“‘中国制造 2025’提出实现制造强
国的战略目标。企业只有不断创新，让产品
过硬、服务到位，市场才能给回报。”雷沃重
工董事长、总经理王桂民说。

“看着路上跑的、田里用的机械，功能
好的收割机、拖拉机很多牌子都是日本的、
美国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老孟说，看到报
纸上说越来越多国产创新智能机械产品问
世、投放市场，很激动。希望新年大家再加
把劲，早点实现农机强国梦。(记者张志龙)

据新华社济南 1 月 12 日电

种粮大户特殊“年货”背后的供给侧改革

返乡列车上

▲ 1 月 12 日，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乘务员在福州开
往广安的农民工专列上布置餐车。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 1 月 12 日，北京西至井冈山的 Z133 次旅客列车
上，旅客用手机扫描免费 WiFi 二维码。当日，为方便旅客
出行，南昌铁路局管内开往北京西的三对直达往返列车上
正式开通免费 WiFi 。 新华社发（张学东摄）

新华社福州 1 月 12 日新媒
体专电(记者刘娟)“骑十几个小
时摩托车回老家能不危险吗？我
也挺害怕的。”46 岁的农民工尧
国华摇了摇头，“但能省一百是一
百，就能给孩子多买件衣服了。”

困：“省不完”的钱

与“买不到”的票

尧国华的老家在江西黎川，
距离他打工的城市福建福州至
少要骑 10 个小时的摩托车。“动
车和大巴加起来 3 小时能到家，

但我和老婆两个人加起来得多
花好几百块钱。”

“总是想多省一点。”这是尧
国华最朴素的想法，在福州打工
10 年，夫妻俩至今还租住在月租
金 600 元的房子里，由于年纪大
了，今年尧国华从鞋厂出来，改
做了保安，10 年打工积蓄换来老
家一座新盖的房子，装修材料样
样都要花钱，处处都捉襟见肘，
“还是能省一点是一点吧。”

8 年的“铁骑返乡史”里，尧
国华最心疼的是老婆，还曾一咬
牙跑到车票代售点买票，但总是
去晚了。售票员告诉他，车票一
放出来，很多人早就在网上订光
了，尧国华只能狠下心来，一次
次带着老婆在寒风中冒险还乡。

一台摩托车上坐着的两个
人，就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了，
夫妻俩谁也不敢放松，尧国华生
怕妻子在后座上打瞌睡，不停地
跟她聊天，但往往话一出口就被
寒风吹跑了，两人就这么有一搭
没一搭地一路互相提醒着对方。

险：越骑越快，只想

快一点见到家人

春节临近，像尧国华这样的
铁骑“归乡人”还有很多。每年的
这个时候，就有一大批的农民工
选择骑摩托车回家，老乡们结伴
而行，形成壮观的摩托大军，吸
引了不少媒体的关注。

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主持
人卢和光就连续三年跟随摩托大军返乡，给他留下印象最
深的是铁骑夜奔山路的惊险之旅，“真是一路都在为他们捏
把汗，单位的面包车原定计划是跟拍摩托车，但跟着跟着就
跟不上了，摩托大军归乡心切，想早一点见到亲人，不知不
觉越骑越快，简直是在颠簸的山路上飙车，真的很危险，跟
拍这三年，每年都发生两到三起事故。”

“这几年我都一路跟着他们到家，有的农民工兄弟很不
容易，让老婆坐大巴，自己骑车回去。他们每到一个休息站
都跟家里报个平安，孩子们平时留守在家，接到父母电话后
都激动得睡不着觉，夜里一听到摩托车响就从床上蹦起来
了。”卢和光感慨，“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安危，一心只想
着能和家里人早点儿见面，这是他们最朴素的愿望。”

解：寒风中体味温暖

“这里是铁骑返乡热线，凭身份证可以到加油站领油
卡。”中石油福建分公司的热线室里，5 名接线员从早上 7 点
就开始等待农民工的电话。农民工们电话申请后，就能在中
石油“爱心驿站”得到保险、加油、吃饭等 8 项全程免费服务。

这项活动已经持续五年，组织者之一中石油福建分公
司党群处处长陈上元谈及六年的服务感受时说：“其实我最
大的心愿是不再有铁骑返乡群体，但既然铁骑返乡不可避
免，那么在这条危险的路上，希望有人能帮到他们。”

过去的五年时间里，这项公益活动已经帮助了 10 万名
左右的农民工，每隔 50-100 公里的爱心驿站里，寒风中腿
脚已麻木的摩托返乡人能喝到姜汤热茶，吃到热菜热饭，甚
至还可以免费加油。今年的 1 月 18 日至 27 日，这项活动
即将迎来“第六季”，福建区域拨打 0591-88590388，就能
在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省的中石油加油站得到帮助，
“农民工为城市建设辛苦了一年，我们希望能温暖他们的
返乡路。”中石油加油站经理傅琴琴说。“这几年随着铁路
网络更加发达，铁骑返乡的农民工明显少了很多，但还是
能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奔波在回家路上。”傅琴琴说，“不
管如何，你若来，我们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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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自古有“冬至大过年”的说法，
自冬至开始，过了腊八，年货消费进入高潮，
一直持续到元宵节后，“年货经济”一路攀升。

不变的中国年，变化的“年货经济”。年货
市场和消费模式变化的背后，折射了怎样的
经济变迁，“年货经济”又如何撬动消费新动
力？

年货之“热”，情感消费的集

中释放

腊八一过，年味愈发浓厚。
在湖北十堰市迎新春年货节暨第三届秦

巴片区农特产品交易博览会上，开展 4 天销
售名优特产 2900 多万元，不少乡亲通过手机
一站式购齐年货。一位展商表示，销量至少是
平时的三倍。

十堰市武当街道的张大妈已是元旦后第
3 次来采购年货。张大妈说：“上世纪七十年
代要凭票购买，为了做顿丰盛的年夜饭，熬夜
排队还买不上东西。”

置办年货习俗已历千年，每一个年代，年
货都有新的定义，每个人也有着独特的记忆。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年货或许就是一顿丰盛
的年夜饭，一身新衣服。而今，张大妈在安徽
合肥工作的女儿姜女士，则在合肥年货采购
博览会暨旅游迎春购物节上，为全家量身定
制了“春节出游产品”。姜女士说：“这个春节，
只要家人在身边，在哪儿都是团圆。”

天津社科院教授王来华认为，置办年货
是浸润着中国人复杂而特殊情感的消费行
为。不同的人，对年货的选择或许并不相同，
但无一例外的是对“精神”消费的倾注。

从“挤”传统集市、马路年货展销，逛大型
百货、购物中心，再到动动手指网上下单，置
办年货已不仅仅是辞旧迎新的习俗，其蕴含
的强有力的经济推动力，正通过丰富多彩的
消费现象演绎出来。

传统的全国性年货节起始于 2010 年，由
商务部指导，中国商业联合会主办，至今已举
办了七届。去年 11 月底，第七届年货节在全
国百余城市同步进行，参与的各大中型零售
商、酒家酒店、中华老字号企业预计达到 6 万
多家。2016 年才开始进入年货市场的电商，
受到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追捧。今年，阿
里、京东、苏宁等电商，从腊八到春节，年货节
主题、促销方式花样迭出。

阿里的天猫、淘宝等平台开展 12 场“村
红直播”，消费者可以跟随镜头“进村赶集”，
体验别样农村生活。京东超市 6 日全面开启
“囤年货”促销，推出升级神券、满减、跨店购、
秒杀等玩法，为消费者打造春节前“最嗨狂欢
购”。苏宁年货节的目标是成交额增长 200%，
订单量增长 150%，用户数增长 120%。

“年货消费是百姓全年消费的集中爆发，
也是消费能力的集中释放。”中国社科院财经
战略研究院流通产业研究室主任依绍华说，
每年 11 月、12 月的消费数字都有较高增速，
年底翘尾因素明显，表明年货消费对经济增

长有较强促进作用。

年货之“变”，不断发展的消

费内涵

年货更像一个拉动市场经济动力的“快
门”，不断记录消费变迁的步伐，推动“年货经
济”增加新的内涵。

——— 精神文化需求回归提速。

原来活跃在年货集市上的一些“老传统”
曾一度淡出，近年又重返年货市场。文化年货
的丰富，顺应了人们更加重视精神文化生活
需求的趋势。

活泼好动的孙猴子，配上皮影戏特有的
碗碗腔，54 岁的孝义皮影戏的第八代传承人
侯建川，在山西年货节上的表演引人注目。此
次年货节特设民俗(文化)庙会，市民在欣赏
“非遗”等文化传统的同时，顺便把“文化”买
回了家。

——— 年货跨地域流通，线上线下两相宜。

年货节搭建平台，从实体商家拓展到
网络零售，助推市场流通，极大方便了三四
线城市以及农村地区人们的消费需求。

中国(四川)新春年货购物节首次采
取成都、重庆、贵阳三地联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参展数超过往年。电商年货节从
无到有，汇成“一个村庄的集市”。天津市
民俗专家由国庆认为，互联网迅猛发展，
足不出户在网上采办年货，也在逐渐成为
新年俗。

——— 向服务消费、品质消费方向升级。

各地琳琅满目的年货节透露出强有
力的信号：热销商品由传统的食品、服装
等大众化商品向健康、娱乐、文化等服务
类商品扩展；实物商品消费在向特色化、
智能化方向升级。

传统展会把最潮最时尚“黑科技”产品
搬上了展场；通过网络购物节，来自全球的
优质特色美味，搬上了农民的餐桌；个性在
线旅游、春节保险产品也得到青睐……

——— 延展功能赋予新意，年货节成开启
“精准扶贫”的钥匙。

与“洋货”的竞争中，贫困地区的“土”
年货成了热销品。广西、四川等地年货节与
精准扶贫相结合，来自秦巴山区、大小凉山
彝区和高原藏区等贫困地区的企业通过抱
团组展、特装亮相等方式参展。

“年货节打通产供销‘最后一公里’，解
决了产量上去，销量上不去的问题，增强了
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广西宾阳
县洋桥镇凌达村第一书记余俊说。

……
“年货市场的变迁，是当下中国社会、

经济变迁的缩影，反映了大众消费时代的
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也是商家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丰富产品供给的表现。”中国
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部主任赵萍说。

从有形到无形 ，“年货经

济”如何撬动消费升级

从冬至前后到元宵节，年货购置持续
时间长，消费动力足，成为“双 11”“双 12”
等网络购物节之外的又一黄金消费时刻。
在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已超过 70% 的当
下，如何更好地发展“年货经济”，为消费再
添一把火？

在中国人眼中，年货是好货、吉祥的代
名词。多地市民表示，年货市场要办出自己
的特色，以满足人们“平时多吃大路货，过
节要吃特色货”的心理需求。同时在把好质
量关、供应精品上多下功夫，才能提高吸引
力，带旺市场。

专家认为，以年货消费为契机，打造“年
货经济”，能进一步推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侧改革，倒逼企业更加注重品质、品牌建
设，对促进零售业转型，拉动消费和经济增
长具有重要意义。

年货不能仅停留在“有形”的年货，要
向“无形”迈进。赵萍指出，随着人们从物质
型消费转向享受型消费，年货节也要从传
统的卖商品向卖服务转变。比如文化娱乐
体育休闲等行业，也应思考如何更好地在
春节期间满足百姓享受型消费需求。

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主任韩
健徽认为，为了方便消费者购物，年货节
要加速线上线下融合的步伐。针对春节
期间不少店铺关门、购物不便的问题，一
些超市将“年货节”开到社区，网上下单后
在家门口社区超市即可提货，让消费者
不出小区就能买到年货，缓解了节日购
物难的问题。

依绍华说，让“年货经济”常态化，一方
面要将年货商品中的热销商品作为风向
标，及时调整日常商品结构，更好地满足消
费需求；另一方面，要将年货消费中优质服
务常态化，而不仅仅是集中促销服务。

(记者于佳欣、周润健、徐海涛、霍瑶、
赵鸿宇)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从“年货经济”看中国消费新动力

近近日日，，在在宁宁夏夏银银川川
市市银银川川商商城城，，市市民民在在选选
购购新新春春饰饰品品。。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彭彭昭昭之之摄摄

春节的脚步声声走近，一大波年货正在
“来袭”！或许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年货购
物车”，但琳琅满目的商品，难免让人眼花缭
乱。那么，今年年货市场有什么变化？你的年
货篮子里哪些是必不可少的？

新年再怎么变，传统年货仍

是“定盘星”

在石家庄年货市场上，将照片印到对联、
日历上的小店，不时迎来行人询问。店主称，
这样的产品形式司空见惯，不少顾客愿意在
过年时，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增添喜庆气氛。

一位正在一旁选购年货的消费者告诉记
者，瓜子、糖肯定必不可少，同时还要买一些
开心果，预示着新年一直开心。

在淘宝网上，一些卖新年饰品的店也做
起了宣传。一位卖家透露，鸡年吉祥物、中国
结、新年剪纸等是销售较多的商品。

传统年货，并非只有吃的用的，文化的味
道同样少不了。“年文化区”是山西年货节一
个特别的展区，市民不仅可以欣赏表演，还能

购买非遗工艺品。

先体验再消费，年货里不能

少了新型健康

健康越来越受到老百姓的重视。在多地
年货市场上，记者发现出售足浴盆、按摩枕、
空气净化器等用品的商店生意较为火爆。一
位店主告诉记者，不少顾客会先试用一下，感
觉有效果就直接买走，这种先体验再消费的
模式很流行。“我家孩子工作天天对着电脑，
总说颈椎难受。今天在年货市场，我看到有对
颈椎好的枕头，就立刻买了下来。”一位抱着
按摩枕的老年人说。

京东年货节上，专门设立了“吃新鲜”板
块。“绿色蔬菜、绿色水果的询问购买率非常
高，并且回头客非常多。”该平台的一位客服
说。

“土货”与“洋货”都是“真爱”

在南宁的年货节，展馆内的华盛跨境商

品直销中心向消费者提供海外原产货品，
市民不用出远门，就能买到称心如意的跨
境商品。此外，南宁的会场内还搞起了“年
货+扶贫”的模式，展销贫困地区扶贫产业
直供的土特产。

“以前想买一些地道的土特产，但要在
市场上找到并不容易。现在这些来自大山
的产品，既为消费者提供了方便，也能给贫
困户带去收益，这样的活动办得越多越
好。”一位顾客感慨地说。

华北电力大学法学教授方仲炳认为，
有些人喜欢“土货”，有的人追求“洋气”，在
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消费升级各有各的路
径，说明不同区域的年货市场在悄无声息
地进行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你的篮子里，得有点“炫”

科技改变生活，这个道理，同样体现在
如今的年货里。年货，日益增添了炫目的元
素。

在天猫年货节上，一位店主告诉记者，

从今年的销量来看，人们对健康、居家环境
设备的“科技”含量有了更高要求。

过年之际，换个新手机、新笔记本电
脑，给家里添个全景相机，或是给爱人买个
体感游戏机，都成了不少人篮子里的计划，
看来人们对科技的追求永远不停止。

个性化定制，占据你年货

篮子多大“尺寸”

个性化年货定制，正在成为新的流行
时尚。“现在订好行程，春节带着全家去三
亚过。”太原市民王伟娜的年货节“战利品”

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些旅游机构进
驻年货节并推出了“过年套餐”，顾客可以
根据自己的愿望让旅游机构为其进行私
人定制，让人眼前一亮。

一年又一年，我们篮子里的年货经历
着变与不变。或许改变的是我们对美好生
活追求的形式，不变的是我们对生活美好
追求的初心。(记者赵鸿宇、徐海涛、霍瑶、
朱峰)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年货篮子里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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