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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春节重头戏的年夜饭，承载着浓厚的年味与
亲情。今年的年夜饭有哪些新变化、新特点？“新华视
点”记者进行了采访。

年夜饭外卖热度走高，上门代厨悄然兴起
久违的“烟火气”正在逐渐升腾，但出于传统观念

和疫情防护等考虑，在家吃年夜饭仍是人们的主流选
择。不过，除了提前购买食材自行烹饪，今年在家吃年
夜饭也有更多“打开”方式。

首先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年夜饭外卖格外受欢迎。
美团外卖数据显示，最近两周，平台上提供年夜饭

菜品的商家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0倍，“年夜饭外卖”
“年夜饭外带”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4倍。在饿了么
平台，腊月以来“家宴”外卖搜索量同比去年增长10倍。

更多星级酒店和大牌餐饮推出年夜饭外送到家，很
多餐厅上线4人、6至8人或适合更多人数的灵活组合年
夜饭套餐。部分餐厅增加2倍人手专职负责外卖打包。

“没订上餐厅，点一桌同款外卖也挺好。”广东的李
乐乐说，在家吃没有时间限制，大家聊得更尽兴，小孩
子也能在一旁玩乐。

大连市民王先生因为家里人身体还没有完全恢
复，特意选择外卖年夜饭，“线上下单，送上门直接开
吃，也不用洗碗，方便又省事”。

中国大酒店中餐营运经理宁玉光等多位业内人士
看好年夜饭外卖市场。山东新富佳悦大酒店的年夜饭
外卖订单数量超过去年；润园四季椰子鸡火锅外卖部
门负责人林小姐预估，今年外卖年夜饭销量同比将增
长30%至50%。

另外，年夜饭上门代厨悄然兴起。
部分酒店和机构推出“大厨到家”业务。厨师根据

顾客的口味、需求上门烧制年夜饭，用餐结束后还提供
餐具清洗、餐厅厨房区域保洁等服务。

湖南华天大酒店春节期间推出“星厨到家”品鉴套
餐和尊享套餐，包含十二道菜品的品鉴套餐售价2000
元，尊享套餐按300元每人起订，可选用固定菜单，也可
自点菜品。

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一些人发帖表示可接“上门年

夜饭”。一位私人“代厨”表示，擅长家常菜，按菜品数
量和距离远近收费，最低四菜一汤不到百元，提前3天
预约，可以代买食材。

“每年都在为年夜饭的事情操心，今年看到有上门
代厨就想尝试一下，‘解放’大脑也‘解放’双手。”预约
了相关服务的顾客徐女士说。

堂食需求回升预订火热
也有不少人选择在除夕夜全家一起到店就餐。大

众点评数据显示，“在外吃年夜饭”话题近期关注度最
高，“年夜饭餐厅”相关关键词搜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超157%，“年夜饭餐厅推荐”相关关键词热度周环比增
长达1477%。

“前几年春节都没回家，今年想和家人一起在外面
吃年夜饭，热闹热闹。”在北京工作的娜娜提前一个月
就订好了老家的餐厅。

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金勇表示，2023年春节年夜
饭市场逐步进入复苏阶段，餐饮消费意愿正在大幅度
提升，到店年夜饭预订增长较快。

记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采访了解到，一线
城市的部分餐厅年夜饭预订紧俏，包间“一厢难求”。
在三亚等旅游热门城市，热门饭店年夜饭基本订满。
一些以往不做年夜饭生意的新餐饮和网红打卡餐厅，
今年也加入年夜饭预订大军。

山东凯瑞商业集团在济南的70多家餐饮门店，除
夕夜当晚基本满房。市场营销总监侯明敬告诉记者，
不少没订上年夜饭的消费者改约中午时段的“年午
饭”，预订率也已经过半。

山东济南城南往事大观楼经理王一举最近每天都
在忙着推掉新预约，“年夜饭在元旦期间就全订完了，
包间都没位置了。”

美团数据显示，截至1月16日，“年夜饭”主题的堂
食套餐线上订单量周环比增长118%。

上海市商务委透露，上海年夜饭堂食预订已达
80%以上；广州东方宾馆、中国大酒店等广州知名酒楼
餐厅年夜饭预订接近九成；北京多家老字号和餐厅连
锁企业年夜饭预订恢复到2019年同期九成。

吉祥、健康、方便是关键词，预制菜继续走俏
鸿运有米猪、十全十美新年盆菜、招财进鲍……今

年的年夜饭餐桌上，一道道“吉祥菜”依然占据主位。
除了鱼、鸭、扣肉等传统年菜，具有地方特色的小众美
食和兔子系列创意面点备受青睐。各式火锅和烧烤也
跻身年夜饭热门选择。

此外，在年夜饭的消费中，精致、健康的追求凸
现。金勇表示，今年年夜饭产品市场十分丰富，佛跳
墙、盆菜等具有仪式感的菜品持续热销，适合老年人和
孩子的营养健康菜肴增多，成为主力消费选择。

“我们在市场调研中发现，消费者最喜欢的口味还
是家乡味，川菜、粤菜、江浙菜中的经典招牌菜也已普
及化。”大润发年菜研发大师傅蔡峥告诉记者，消费者
更愿意用混搭的方式做一顿口味丰富的年夜饭。今年
大润发推出44款年菜，口味涵盖川菜、鲁菜、粤菜、徽菜
等“八大菜系”，徽菜的符离集烧鸡、云贵菜的羊肚菌竹
荪炖鸡汤、东北的参鸡汤等已悉数上线。

值得注意的是，盒马调研数据显示，随着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开始“主导”年夜饭，好不好看、方不方便成为
菜品选择重点。

记者了解到，主打操作简单、省时省力的预制菜今
年继续唱主角。美团买菜平台数据显示，预制菜相关
商品春节前销量同比增长400%。叮咚买菜推出主打
家乡味道的传统宴席“八大碗”系列，上线半个月卖出
超过10万份；海鲜预制菜避风塘炒面包蟹，一天被抢订
5000多份。

在北京盒马鲜生超市，记者看到不少顾客围在年
菜系列展台前询问选购。葱烧海参、糖醋鲤鱼、剁椒鱼
头……顾客刘女士的购物车里装了好几盒预制菜，“过
年家里人多，平时不怎么做饭，就靠这些来搞定。”她说。

盒马3R商品中心总经理田鑫认为，预制年菜品牌
诸多、商品繁多。盒马今年用小众地方菜突围“年菜大
战”，针对区域开发本地口味，在北方城市推出的章丘
大葱烧海参、茄子烧带鱼等限定年菜，销量成倍增长。

（记者 宋佳 邹多为 陈国峰 胡林果）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2023年春节年夜饭：

外卖及预制菜热销，餐厅堂食预订紧俏……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彩灯璀璨
迎佳节
1月17日晚，游客在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国
古城景区观赏彩灯。

新华社发
（张春雷 摄）

新华社北京 1 月 21 日电（姜琳 郭晓
蕾）记者近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
悉，2023年1至3月在全国开展的“2023年
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专项服务活动，预
计将为劳动者提供3000万个就业岗位。

该活动由人社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
部、民政部等10部门联合推出，主要是集
中为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者、符合
认定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以及有用工需求
的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帮扶。

据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介绍，
具体措施包括六方面——

组织一轮走访慰问。开展“就业访民
情”活动，了解农民工、困难人员就业需求，
做到人员底数清、就业意向清、技能水平
清、服务需求清。

开展一轮政策宣讲。集中宣传减负稳岗
扩就业政策和服务举措，公布政策清单、服务
清单和申领流程，同时也将积极配合卫生健
康特别是疾控部门开展防疫知识专题宣传。

促进一批劳务对接。活动期间将全面
启动省际和省内劳务协作对接，开展困难
人员“一对一”就业援助，促进人岗精准匹
配对接。

推介一批就业项目。深入挖掘特色产
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就业岗位，培育推荐当
地特色劳务品牌，对有创业意愿的精选推
送创业项目并提供开业指导、项目开发、资
金支持“一条龙”创业服务。

举办一批招聘活动。高频次举办分行
业、分领域的专场招聘活动，开设线上招聘
专区，全面启动线下招聘会，深入基层开展
送岗位进乡村进社区活动。

保障一批企业用工。组织人社专员入
企服务，走访摸清用工需求，提供高效率的
员工招聘服务，开展用工余缺调剂，全面落
实稳岗政策，全力保障医疗救治、保供稳价
等行业企业用工需求。

张莹表示，目前，各省均已公布招聘场
次、政策宣讲、项目推介等计划安排。江苏、
河南与北京、上海等劳务与用工较大省份已
提前开展劳务对接、出台重点企业招用工资
金补贴政策。四川、广东等许多省份已开出
返乡专列，并计划节后组织返岗包车专列。

记者了解到，从1月28日（正月初七）
开始，湖南长沙、湖南浏阳、山东烟台、广东
东莞、山东德州等地将陆续举办“2023年
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专场招聘”。

张莹表示，人社部将公布一批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零工市场名录以及各地招聘
活动的场次安排，宣传推广一批典型经验
做法，更多促进市场供需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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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 徐壮）在新春佳节到来
之际，文化和旅游部推出“乡村四时好风光——瑞雪红梅
欢喜过年”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128条。

据介绍，这些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突出冬季和春节时令特
点，以民俗文化、节庆活动、赏冰玩雪、乡土美食、合家出游等
为重点推荐内容，带领游客“云游”乡村美景、发现乡村好物，
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满足人民群众节日物质文化需求。线路
将在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首页上线专题进行图文、视频展
示，并联合各媒体渠道、市场平台，开展立体宣传推广。

128条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伴您欢喜过年

今天是2023年春节长假的第一天，大家在与亲
朋好友欢聚的同时，仍有许多精彩的体育“大剧”可
看——欧洲足球烽火不息，美职篮联赛群雄逐鹿，还有
正在欧美举行的冬季运动诸多比赛，以及正在澳大利
亚如火如荼进行的澳网比赛。

欧洲足坛烽火不熄
欧洲足坛将在春节期间上演多场经典对决，除夕

之夜开打的英超联赛第21轮比赛中，利物浦队将主场
迎战切尔西队，而联赛“领头羊”阿森纳队也将在大年
初二凌晨与“红魔”曼联队上演精彩对决。德甲联赛的
球迷们，在除夕当天见证了联赛自世界杯后重启。

意甲联赛方面，刚刚赢得意大利超级杯冠军的国
际米兰队将在第19轮意甲联赛中迎战恩波利队。据
悉，国际米兰队将身着新春特别版球衣参加比赛，借此
表达对中国球迷的春节祝福。

世界杯后离开欧洲主流联赛到西亚“淘金”的C罗
在加盟利雅得胜利后，大概率将于1月23日凌晨完成
他在沙特联赛中的首秀；球迷们可能很关注中国国脚

吴少聪留洋的消息，他也有望代表伊斯坦布尔BFK俱
乐部在土超联赛中亮相。

美职篮“城头变幻大王旗”
上赛季美职篮（NBA）总冠军金州勇士队本赛季状

态平平，目前想要预测2022-2023赛季的总冠军，显得
为时尚早。不过只要库里、汤普森和格林的铁三角还
在，只要科尔仍坐在帅位之上，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击败
任何对手。

春节长假期间，勇士队将与篮网、灰熊队过招。客
观而言，这三场比赛中没有一场的胜利可以信手拈
来。尤其是在去年12月22日，篮网队曾在主场以30分
的优势大胜勇士队，卫冕冠军回到主场能否报“一箭之
仇”，1月23日我们拭目以待。

喜欢勒布朗·詹姆斯的球迷长假期间也可以观看
偶像的比赛。灰熊、开拓者、快船和马刺队，将是詹姆
斯在春节假期之间遭遇的四个对手。虽然湖人队本赛
季开赛前翻新了一套角色球员阵容，但尚在阵中状态
明显下滑的威斯布鲁克，还是拉低了这支老牌劲旅的

整体战力，人们甚至很难相信这赛季的湖人队能闯进
季后赛。

中国军团期待新突破
北京冬奥会闭幕后的第一个春节，冰雪健儿们仍

在追逐自己的梦想。继2022-2023赛季国际雪联（FIS）
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技巧世界杯加拿大卡尔加里站女
子决赛中夺冠之后，谷爱凌将在本站的第二次比赛中
继续出场，极有可能在大年初一（22日）再传捷报。北
京冬奥会上斩获铜牌的男子钢架雪车手闫文港，将参
加1月26日在瑞士开始的世锦赛。

南半球的夏天里，本年度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目
前正在墨尔本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共有十位来自
中国大陆的球员参加单打正赛，创造历史新高。五个
比赛日过后，单打赛场过关的虽只剩下张帅和朱琳，但
看到朱琳首次晋级大满贯女单16强，大年三十将冲击
女单16强的张帅也会备受鼓舞。或许属于中国网球的
全新时代，大幕正在缓缓拉开。

（新华社西安1月21日电）

春 节 看 体 育“ 大 剧 ”
□ 新华社记者 姚友明

新华社天津1月21日电（记者 周润健）2023年首
场“星月童话”即将浪漫上演。天文科普专家介绍，1月
22日和23日的日落后不久，在西南方低空，太阳系的
两颗行星金星与土星会离得非常近，上演“星星相
吸”。有趣的是，23日傍晚，一弯细细的蛾眉月也会加
入进来，来到双星身边，上演“月伴双星”。

每当两颗行星相互“靠近”时，就意味着有机会用
肉眼或望远镜同时观赏到它们。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普
专家宋媛媛介绍，23日，金星与土星将发生一次极近
距离的“相合”现象，最近时二者几乎“无缝连接”，但
遗憾的是，这一“亲密时刻”发生在 23 日早晨，我国

不可见。22日和23日的傍晚适合在我国观测，虽然
错过了距离最近的时刻，但金星和土星依然靠得很
近，角距离只有 0.6 度左右，仅比满月视直径大一点
点。

两颗行星如此靠近是难得一见的，其中，金星亮
度达-3.9等左右，土星亮度在0.8等左右，不过二者日
落后的地平高度较低，需要寻找一处西南方没有遮挡
物的开阔地区进行观测。在天气晴好的条件下，明亮
的金星清晰可见，土星则因为位置稍低，亮度稍暗，不
大容易被发现，需要耐心细致地观测。如果想同时看
到它们，可使用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

“在小型天文望远镜下，可以明显看到金星的相

位；土星位于金星的右下角，看起来是一个泛黄的小
亮点。”宋媛媛说。

23日傍晚，在观看金星和土星的同时，感兴趣的
公众还会看到一弯细细的蛾眉月出现在两颗行星的
左下方不远处，非常值得观测和拍摄。不过由于月亮
很细很细，需要仔细寻找才能发现。

“这幅‘星月美景图’不会存在太久，仅有一个小
时左右的时间可供观测，感兴趣的公众最好提前规划
好观测时间和观测地点。”宋媛媛提醒说，“21日至25
日这几天的傍晚，金星和土星的距离也比较近，距离
变化也十分明显，喜欢天体摄影的公众可以尝试连续
跟拍，记录下这种有趣的变化。”

正月初二，金星土星“星星相吸”伴“蛾眉”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 李国利 黄一宸）春节将
至，神舟十五号乘组在400公里高空的空间站里挂起春联、
系上中国结，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充满喜庆祥和的氛围。

3名航天员通过视频向祖国和人民送上新春祝福。身
着喜庆服饰的指令长费俊龙说：“祝福我们的国家国泰民
安，祝福全国人民新春快乐！”邓清明对坚守在岗位上的人
们说：“每一个人的梦想和奋斗、心血和汗水，必将汇成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蓬勃力量！”手持“福”字的张陆说：

“从舷窗外看到了祖国的万家灯火，这是一份稳稳的幸福。”
费俊龙在飞天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毛笔书

法是三人共同的爱好。此次视频中展示的春联、“福”字，都
是3名航天员亲笔写就的。

这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迎来的第一个春节。2021
年4月29日，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入轨。用时不到两年，
我国完成了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基
本构型的空间站组装建造，建起一座国家级太空实验室。

2022年11月29日深夜，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张陆搭
乘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升空，开启为期半年的太空生活。
随着神舟十四号、神舟十五号乘组在轨轮换完成，中国空间
站长期有人驻留时代已经到来，未来空间站还将迎来更多
吉祥喜庆的春节。

中国空间站迎来建成后首个春节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祝祖国国泰民安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 黄垚）据中央气象台预
报，春节假期期间（1月21日至27日），我国无大范围雨雪冰
冻等灾害性天气，前期有中等强度冷空气影响我国，后期冷
空气势力较弱。

22日至24日，受中等强度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气
温将下降4℃至8℃，有4至5级偏北风，西北部分地区有沙尘。

假期期间，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平均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至3℃；南方地区将有两次小雨过
程，平均气温基本接近常年。21日至23日，西南地区东部、
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先后有小雨；26日、27日，华南西部
和北部、江南、四川盆地东部及贵州等地有小雨。

此外，21日夜至22日，四川盆地南部、重庆、河南南部、
安徽东部、江苏西部、华南南部及沿海、北部湾、台湾海峡等
地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26日、27日，贵州、广
西、广东西南部等地有大雾。

春节假期将有中等强度冷空气影响中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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