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天津2月21日电 作为农历乙未羊年值
得关注的天象之一，年度最大最圆月亮（也称“超级月
亮”）将在9月28日现身天宇，巧合的是，它将与“中秋圆
月”上演“喜相逢”，届时，我国公众可欣赏到一轮“别
样”的圆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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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节，“你抢了多少红包？”成为
许多人见面打招呼的新方式， 手机“抢红
包”和“戳红包”等是2015年拜年的新时尚。

“除夕夜我都在忙着抢红包，当天发出
36个红包， 共127.5元， 收到42个红包，共
155.4元，其中有10个手气最佳。”河北石家
庄的高凯红说， 周围的朋友春节期间多在
玩互联网红包拜年，少则几分钱，多则几十
块钱，大家主要图个欢乐。

每到春节，长辈给晚辈派发红包，俗称
“压岁钱”，是中国人过春节的习俗。然而随
着互联网和手机移动支付普及， 这种传统
的节日习俗被赋予了新的形式。

手机抢红包，开始红火于2014年春节
互联网公司腾讯旗下微信推出的“新年红
包”应用，进入2015年，阿里、百度、腾讯等
加入春节“抢红包”大战。

经过春节前约一周预热，2月18日除夕
各大互联网上演了一场“抢红包”对决战。

这场由多家互联网参与的红包大战，

规则不尽相同。 支付宝每天固定时间以游
戏形式让用户“戳”红包，并推出“口令红
包”；新浪微博推出“让红包飞”活动，让明
星微博发送现金红包； 微信除“拼手气红
包”和“普通红包”外，除夕夜与央视春晚联
动推出“摇一摇”红包。

数据显示，除夕当天，微信红包收发总
量达10.1亿次， 是2014年的200倍，QQ红包
收发总量6.37亿个，抢红包人数为1.54亿；支
付宝红包收发总量达2.4亿个，总金额达到40
亿元。微博抢红包总次数超过1.01亿次，其中
有超过1500万网友抢到现金红包。

“除夕夜微信摇到手抽筋，凌晨还要抢
一个马云的红包”，“拼命戳手机屏幕，手机
屏都快碎了，啥也没抢到”……一些网友吐
槽除夕夜因抢红包年夜饭没好好吃， 春晚
没好好看。

专家表示， 互联网巨头发起的红包大
战或将改变中国挨家挨户拜年的传统习
俗，不过他们之所以看重春节红包市场，不

在于比拼谁发了更多红包， 而是看重背后
巨大的移动支付市场。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认
为，互联网红包的走红，是移动互联网时代
科技发展的结果， 互联网红包即时互动性
强，依靠“红包大战”营造出的红火，可以借
此增加用户粘性，培养用户移动支付习惯，
借此扩大移动支付场景。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
究所所长万建中表示，中国是人情社会，红
包是一种传统过年元素， 有了互联网的参
与，红包变成了一项全民参与的活动，所以
传统民俗也应随社会发展与时俱进， 人们
应接受互联网时代新变化， 适应传统民俗
与互联网时代的结合。

然而，移动支付、互联网红包拜年走红
的同时， 可能会产生一些经济和社会方面

的问题。
洪涛指出，互联网红包产生的现金流，众

多没有被领取和提现的红包将使微信、 支付
宝积累众多沉淀资金， 这些资金归属并没有
方案。另外互联网红包涉及多方利益，比如红
包发放规则、红包收取规则、平台运营规则，
所以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需完善。

万建中表示， 红包流行可能会让人们
更关注红包数目金额， 派发红包是春节传
统习俗，主要是为了讨个好彩头，所以人们
不应在乎数目多少， 更应注重红包的感情
“温度”和节日的团圆。

（据新华社石家庄2月21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汤霞玲
通讯员 张亦斌 郭向荣

� � � �名片
� � � � 杨海军，湖南邵东人，1985年出生。16
岁外出打工，24岁返乡创业， 建立了邵东
县唯一的一家孔雀养殖基地。在外闯荡多
年的她说，回乡创业，让她真正感觉到踏
实，这一份安心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 � � �故事
� � � � 2月15日，离邵东县城20公里的凤凰
山， 杨海军提着一篮蔬菜走进养殖场。刚
一进门， 一群绿色的孔雀纷纷向她涌来，
伸伸脖子摇摇头， 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从
她手中取走食物。

喂养孔雀，观察孔雀，打扫孔雀栏舍，
这是她每天不变的工作。这位30岁的“孔
雀姑娘”，2009年返乡创业， 已经扎根农
村整整5年。

跟大部分邵东青年一样，她高中没毕
业就到广州打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后回乡。一次旅行中看到孔雀开屏，顿时
被吸引住了。回到家，她迅速查找资料，发

现孔雀可供药用，可做观赏，还可食用，她
感觉到了巨大商机。

很快，她拿着100多万元积蓄在家乡邵
东县火厂坪镇建立了一个孔雀养殖基地。

创业之路并非如孔雀开屏般美丽。因
为孔雀属于特禽养殖，她身边并没有经验
可循，第一年600多只孔雀蛋只存活几十
只。为解决这个难题，她每天守在养殖场，
观察、记录、再观察，一遍遍地实验。经过
两个月蹲守，终于找到了放入孵化器的最

佳时间， 第二年孵化了400多只小孔雀。
“看到小孔雀探头探脑的那一刻， 心里顿
时明亮了。” 蹲守养殖场积累的经验都被
她写下来，给工人们当作养殖指南。

经过两年摸索，养殖场慢慢走上了正
轨，市场也渐渐打开，订单从全国各地飞
来。可突如其来的禽流感再次给了她沉重
一击。那段时间，养殖场里几千只孔雀、贵
妃鸡、火鸡一下子没有了销量。市场上卖
不出，养殖场里却不能断食，每天上千元
的投入，资金链瞬间紧张。

“当时，真的想要放弃了。”杨海军回
忆，在最困难的时候，村支书向她伸出了
援手：“你们还年轻，不要放弃，撑过去了，
就成功了。”后来，村支书出面作担保，向
信用社贷款20万元，帮他们渡过了难关。

如今， 养殖场已经扩容到10亩，2月5
日刚拿到了合作社的营业执照。她一家养
孔雀每年只产800只，如果发动村里留
守老人妇女，不仅能满足 ]市场需要，
更能带动乡亲致富。 杨海军和丈夫商
量着，2015年的心愿是：花心思做好农
业合作社。

历经几次波折， 杨海军深知创业不
易。基地离县城有20多公里山路，除了亲
人乡邻和前来买孔雀的人，基本见不到生
人，但这并没有让她感觉孤单，反而收获
了内心的宁静。

杨海军感慨：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
很浮躁，漂荡久了，更想回家。在外面，总
感觉是为了别人打拼，租的房子刚搞完装
修，房东就要涨价。而在家乡，建的房子是
自己的，干的事业也是自己的，这才是真
正的踏实。家乡的风，家乡的土，家乡的呼
吸，都是那么的自由而惬意。

杨海军说，任何事情用心做，就一定
能做下去。她计划着把这份事业一直做下
去，做到自己儿子那一辈为止。

离开时，冬日的暖阳斜斜泻下，孔雀斑
斓开屏。杨海军坐在孔雀中，打开手机，飘
出了悠悠的旋律，满满的幸福爬上了心头。

“孔雀姑娘”杨海军

杨海军 图/张杨

“五老”摄影展献深情
游子：争取回乡创业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陈雍容 蒋传宽

2月21日，大年初三中午，辰溪县城刘晓公园广场
上煞是热闹，儿童游乐园童音欢快，小贩摊点吆喝声此
起彼伏……但最热闹的，还是由该县“五老”摄影艺术
团组织的摄影展，1000多名市民把呈环形展出的展
板，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这里是不是咱们辰溪啊？印象中从来没看到过。”
该县柿溪乡桃田坳村村民谢伯在外打工3年来，今年第
一次回辰溪过年。

“后生家，好几年没回来了吧？这里是城东新区，就
在公园的后面，这两年大变样啦……”77岁的县农业局
退休老干部刘本畅， 乐呵呵地给一群在外务工人员当
起了“解说员”。

“我们搞这个摄影展， 主要是想用老同志的眼光，
看家乡的新变化， 让在外打拼的家乡人了解家乡的发
展。”五老摄影艺术团团长蒋传宽自豪地说，这两年辰
溪成功创建国家级卫生县城， 省级文明县城也正在创
建之中，城市建设一天一个样，让很多外出务工的辰溪
人直呼“认不出了！”

“老干部、老战士、老教师、老模范和老专家，我们
这‘五老’人员从去年10月份就开始到处拍照，一直忙
到腊月二十九晚上，162张照片才装裱完毕。”蒋传宽告
诉记者，从初一开始，老同志们又自己找车把展板安装
到公园广场上， 给市民特别是在外游子献上了一份新
春“惊喜”。

“这是县城全景，漂不漂亮，像不像‘小武汉’？”县
人社局退休老干部熊开武早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给
大家解说起来也非常形象。

“越来越漂亮了，家乡的发展很快啊。”一张张精美
的照片，讲述了一个个家乡发展的故事，让游子“观”同
身受。

“这是火马冲工业集中区，场面很壮观吧，你们可
以在家门口打工，不要背井离乡了。”80岁的退休老教
师张文华一席话，让身边一群年轻人高兴地笑了起来。

潭湾镇杉林村村民董俊打算下午3时坐大巴到浙
江打工。在车站候车室，听人议论摄影展，连忙乘出租
车赶来，用手机把所有作品都翻拍了一遍。然后，他把
手机递给了张文华说：“麻烦您给我和这些照片合个
影，我要把照片带过去，给没有回家过年的工友看看家
乡的新‘味道’，争取大家明年回乡创业。”

“好，家乡人民期待你们回家。”张文华稳稳地拿起
手机，把董俊的笑脸定格。

外出流动党员
回乡找“温暖”

浏阳组织党员冬春训
湖南日报2月22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罗建

云 张祖建）“每年春节期间，我们回乡参加冬春训，就
找到了组织的温暖！”听完课，浏阳市北盛镇广东佛山
流动党支部书记张兰桂高兴地说。近日，浏阳市2014
至2015年度党员冬春训网络直播课堂在该市北盛镇
举行, 长沙市委党校纪检组长刘国杰教授通过网络直
播，以《领会党章精神，发挥先锋作用》为题向该市党
员精彩开讲，北盛镇党员得以现场聆听。

“我镇外出务工人数较多，尤以广东佛山、云南西
双版纳为集中务工地, 北盛党员发起成立佛山流动党
支部和西双版纳党支部， 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服
务在外务工老乡，为四处闯荡的北盛人增添了家的温
暖和组织关怀。”北盛镇党委书记喻辉说，越来越多的
北盛党员、浏阳党员在外面发展，树起了良好形象。听
到长沙老师来北盛授课的消息，刚从广东、云南回家
不久的流动党员们，兴高采烈地参与现场听讲。

（上接1版）
1月下旬，衡东县森保站工作人员根据摄影爱好者

提供的线索， 兴致勃勃来到洣水杨林镇潭江口段进行
野生动物调查，共发现鸳鸯34只。衡东县森保站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鸳鸯是一种小型游禽，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身长约40厘米，栖息于山地河谷、溪流、苇塘、湖
泊、水田等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也食昆虫等小动物。
鸳鸯多在东北北部、内蒙古繁殖；东南各省及福建、广
东越冬；少数在台湾、云南、贵州等地的是留鸟。在衡东
能够发现越冬的鸳鸯，实属罕见。

据了解， 衡东洣水河段之所以能吸引大群鸳鸯前
来过冬，是因为这里水质优良，有着优越的生态环境。
赵贵雄向记者描述，鸳鸯的栖息地位于陡峭的河岸边，
人畜不可驻足，杂树丛生，且多坚果浆果；周边水域水
草丰茂，鱼类资源丰富。去年，赵贵雄发现鸳鸯的栖息
地有外地人偷猎现象， 于是请求当地公安部门进行了
整顿，今年再没有发现偷猎行为。

“微湖碧波寒，四岸青葱山。年年冬时令，满是花鸳
鸯。”野生鸳鸯的栖息地位于衡东县洣水国家湿地公园
范围内。近日，衡东县林业部门到现场进行了勘察，准
备在这里建立候鸟保护区，彻底禁止电鱼、偷猎等违法
行为，计划在那里建立观测站，未来还将建成一个大型
的鸳鸯越冬基地。

“抢红包”逆袭传统“新年俗”不减年味

互联网“红包”你抢了吗

这个春节长假， 手机上抢红包的火爆
程度令很多人开了眼界。 家人团圆、 亲友
聚会等场合， 总有人低着头紧握手机、 紧
盯屏幕， 频频滑动指尖抢红包。 毫不夸张
地说， 抢红包着实成为羊年新春的一道全
新风景。

新春佳节是家人团聚、 共叙亲情的时
刻， 向亲友派发红包是传递祝福与关爱的
民俗传统。 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 让抢红
包从线下走到线上， 一些远隔千里的好友
也能穿越时空为彼此送达一份心意， 一些
电商巨头也借机为观众奉上 “红包大礼”，
给人们的假期增添了不少欢乐。

但是， 凡事过犹不及。 不少人发现 ，
抢红包正从消遣的 “伴奏曲” 演变为春节

长假的 “主题歌”。 游子千里归家， 依旧
没有跳出方寸屏幕， 抱着手机抢得不亦乐

乎， 把满怀期待的父母晾在一边； 老同学
的微信群里， 旧友说话无人应答， 丢个红
包立刻 “炸锅”； 有的微信群玩红包接龙，
“你方发罢我登场”， 不分昼夜抢得昏天黑
地。 更有甚者， 洗漱、 做饭、 开车等红灯

时都有人紧盯屏幕， 生怕错过红包。
难怪有人惊呼 ， 抢红包正在毁掉春

节。 无论多么抢眼的 “红包”， 也难以换
来亲人温馨的笑脸。 试想这个假期， 一些
人为抢红包甚至没有看上完整的节目， 没
有和亲人说上几句称心的话语， 没有来得
及和爸妈唠唠知心嗑。 这样的春节过法，
未免本末倒置， 得不偿失。

抢红包 、 刷微信不应成为生活的主
题。 春节长假过半， 不少人又得准备踏上
归程。 趁着长假的尾巴， 请放下手机， 给
父母妻儿一个微笑和拥抱， 重新唱响亲情
的春节 “主题歌” 吧。

（新华社西安2月21日电）

2月21日，大年初三，花垣县在图书馆广场举办猜灯谜活动，让人们通过参与灯谜竞猜，了解灯谜知识，过文化年。
张耀成 摄

莫让抢红包“伴奏曲”
盖过亲情“主题歌”
新华社记者 陈晨

抢
新华社发

农历羊年

“超级月亮”将与
“中秋圆月”“喜相逢”

2月21日，中国选手郑赛赛在比赛中回球。当日，在
卡塔尔多哈进行的2015年WTA卡塔尔公开赛资格赛
首轮比赛中，郑赛赛在6比0赢得首盘后，对手中华台北
选手詹咏然退赛，从而晋级次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