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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1 月23 日电（姜琳 郭晓蕾）记者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2022 年，人社部门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先后出
台三轮“降缓返补扩提”一系列阶段性、组合式援企稳岗
政策举措，其中仅失业保险就释放稳岗红利2713亿元。
　　失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积极就业
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据人社部失业保险司司长桂桢介绍，
2022 年，我国在延续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一年的基础上，
叠加实施困难行业企业和受疫情影响中小微企业缓缴失业
保险单位缴费政策，共减收企业失业保险费1590亿元。
　　为进一步助企稳岗，2022 年，我国大幅提高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比例，将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由60%最高提至
90%，大型企业由30%提至50%。 2022 年全年，各级人社
部门共向787 万户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497 亿
元，是2021年的2倍。
　　失业保险进一步突出培训在应对疫情中的稳岗功能，
同时加大技能提升的支持力度。
　　2022 年创新出台的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政策，对出
现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所有参保企业、未出现中高风险疫
情地区的5个特困行业参保企业，按每名参保职工不超过
500 元的标准发放补助。政策实施7 个月来，通过失业保
险划转资金，向530万户企业发放留工补助303亿元。
　　拓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范围，对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
保险金人员，取得初级、中级、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的，分别发放不超过1000 元、1500 元、2000 元的
补贴。目前，失业保险基金已支出技能提升资金296亿元。
　　失业保险还为激励企业吸纳大学生就业发挥积极作
用。 2022 年创新出台的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普
通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并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按每
人不超过1500 元的标准发放扩岗补助，并根据就业形势
将范围放宽到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 至 24 岁
登记失业青年。 2022 年毕业季以来，共向52 万户企业发
放扩岗资金27亿元，惠及高校毕业生192万人。
　　桂桢表示，失业保险通过上述五方面援企稳岗政策，
有力帮助企业对冲了用工成本、缓解了经营压力、稳住了
职工队伍。受益企业普遍将稳岗资金用于缴纳社保费、开
展培训、发放生活补助等。
　　截至2022 年末，全国有2 . 38 亿职工参加失业保险，
同比增加849万人。 

2022 年失业保险共释放

稳岗红利2713 亿元

  回家团圆，让乡情乡味慰藉乡愁；节日里
的非遗，在赓续传承中焕发新生；多彩的文化
体验，带来全新民俗享受……癸卯春节的浓
浓年味穿越古今，彰显中华文化新气象，勾勒
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时代新图景。

回家团圆抚慰浓浓乡愁

　　“兔年好运财源广，新春如意富贵来！”除
夕一大早，黑龙江宁安市新立村村民张继芳
边给家门两侧贴上春联，边念叨着上面的美
好愿望。门的中间，还特意把“福”字倒过来
贴。“这样福就到了！”张继芳笑着说。
　　皑皑白雪之中，张继芳的家被这抹红色
衬得年味满满。
　　因为疫情，在江苏务工的张继芳和丈夫
已有两年没回老家过年。“今年春节我们就
想着无论如何也要回家，和家人一起才是过
年！”张继芳说。
　　归家有期，团圆不远。对中国人而言，和
家人团圆，或许是过年最典型的含义。这样的
奔赴一年一次，这样的奔赴千年不变。
　　“终于又回到了家乡，就像飞出去很久
的小鸟又回到了巢里，感觉非常温暖。”经
过7 个多小时的飞行，从迪拜启程的张钦伟
一下飞机感觉浑身是劲。
　　2001 年大学毕业后，张钦伟从广东汕头
独自前往阿联酋迪拜发展。转眼20多年过去，
生意也越做越大，如今已是阿联酋广东商会
会长的他已三年没有回家过年。
　　置办年货、吃年夜饭、祭祖、祈福、走亲
戚……张钦伟此次回乡的“日程表”排得满满
当当。“红桃粿、反沙芋头、糖葱薄饼，这些是
我们潮汕人过年要吃的传统小吃，也是我在
外想了好久的家乡味道。”张钦伟说。
　　年夜饭是中国人一年中最浓情的一餐。
无论是热腾腾的饺子、甜蜜蜜的年糕，还是寓
意团团圆圆的炸丸子、年年有余的红烧鱼，都
蕴含着家乡的味道，年味和亲情就这样年复
一年传递着。
　　在辽宁鞍山，市民王聪和家人一边包饺
子一边唠家常。王聪说，饺子上桌后，晚辈还
要给长辈拜年，收到祝福的父母给孩子压岁
红包，希望孩子新的一年健康成长。
　　守岁、拜年、年夜饭……家家户户的天伦
之乐、欢声笑语，汇聚起来就是九百六十多万
平方公里的万家灯火、国泰民安。
　　不仅在中华大地上，世界多地举办的一

场场中国年庆祝活动，让远在海外的华夏儿
女深情表达着对故土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
对乡愁的慰藉，也让国际友人近距离感知中
国春节的点点滴滴，共同触摸五千年文明的
脉动。
　　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中国民俗文化节，数
十个民俗摊位和一场持续三个多小时的文艺
演出给纽约的华侨华人带来节日气氛；在荷
兰海牙，吃饺子、写“福”字、听古筝、观画作，
浓浓的中国年味让观众流连忘返；在智利圣
地亚哥，一场盛大的春节庆祝活动为当地民
众奉上了中国武术、太极、舞龙舞狮、歌舞等
精彩节目，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
　　一声声“过年好”、一回回拱手礼中，优秀
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升腾浓厚的家国情怀。

非遗焕发时代新活力

  “春官无品不算官，手摇羽扇报平安，家
家门前说一段，句句吉祥庆丰年”……大年初
一，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县城彩旗飘舞，一拨拨
社火队伍走上街头，身着戏服的春官在喜庆
的锣鼓声中为当地百姓送上新春祝福。
　　春官送福是六盘山区的一项传统春节民
俗文化活动，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精彩的表演吸引了不少街坊举起手机用视频
记录下来。
　　千里之外，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古镇，
一场喜气洋洋的四川省级非遗客家婚俗表演
正在举行。热闹的场面令当地村民和游客连
连拍手叫好。
　　“希望今天这场融入了客家山歌的婚俗
表演，在为十里八乡的龙泉客家人团聚添喜
的同时，也能让更多人了解、喜爱并记住这一
传统习俗。”客家婚俗传承人赵文义说。
　　春节里的非遗，是新年的“老味道”，
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
　　“饭熟咯！打糍粑嘞！”
　　在湖南会同县高椅乡高椅村，村民粟婷
把蒸熟的乌米饭倒进石臼，卖力地舂了起
来。生动的场景吸引了不少游客加入，一同
体验这一当地节日民俗。
　　“我们小时候，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打糍
粑。今年过年，我特意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这
种热闹的氛围。”游客林娟说。
　　吃乌米糍粑，听古老傩戏。每逢春节，村
民们还会聚在祠堂里观看傩戏表演，以此庆
祝过去一年的收获，祝愿来年风调雨顺。

　　“高椅傩戏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
社会的发展，傩戏表演也成为旅游项目，用属
于古村的独特方式为游客送上新春祝福。”高
椅乡党委书记胡长春说，我们将守护好这一
文化遗产，赓续传统文化，振兴美丽乡村。
　　放眼神州，一项项精彩绝妙的非遗项目
助力节日里的乡村活力迸发。
　　河北省涉县张家庄一街村，制作跑马花
灯的工人们延续百年传统技艺，忙着赶制节
日期间的订单；浙江省仙居县金竹溪村，400
多个村民舞起一条360 多米长的板凳龙，一派
壮观喜庆；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思平村，民
间剪纸艺人们用一张张福兔窗花，把祝福通
过网络“送”到千家万户……
　　山川不老，薪火相传。承载民族文化基因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
发展，伴着浓浓年味焕发时代新活力。
　　演皮影、做草编、揉花馍……春节期间，
在西安市昆明池·七夕公园举办的非遗集市
和非遗展演活动上，丰富的非遗技艺吸引了
游客驻足观看、动手体验。
　　“今年是兔年，这些小泥兔非常受欢迎。”
泥塑非遗传承人李俊平的展位前站了不少游
客，“通过对传统泥塑的形象和造型比例进行
调整，再结合现代流行元素，这些泥塑兔变得
更加可爱。”
　　令李俊平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拥抱传统文化，加入非遗传承队伍，带来
创新思维，让传统技艺更年轻、更有活力。

文化体验成为新年俗

  正月初一，中国国家博物馆迎来络绎不
绝的观众。“癸卯金安——— 二〇二三新春展”
上的圆明园海晏堂兔首，引人驻足观看。
　　博物馆里过大年已成为许多人的新年
俗。在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博物馆，穿着汉服
样式蓬蓬裙的徐恩多认真制作着牡丹蝶袄粘
贴挂件。她要把挂件用作过年装饰。
　　“春节期间，我们依托馆藏年俗相关文物
举办丰富多彩的展览和体验活动，就是想让
观众到孔子博物馆过个热热闹闹的佳节。”孔
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说。
　　辽宁省博物馆“玉兔迎春——— 生肖系列
文化展”、河南博物院“十二生肖拜大
年——— 癸卯新春生肖文化”主题特展……国
家文物局数据显示，已有19 个省份900 余家
博物馆策划推出博物馆过大年相关展览和活

动2200余个。
　　新年俗、新年景、新年味，享受春节的方
式越来越丰富。
　　在海南三亚，沙滩椰林迎来又一拨旅游
过年的游客。据统计，1 月 8 日以来，三亚
各湾区酒店入住率稳定在90% 左右。春节前
一周，三亚主要景区日均接待客流8 . 24 万人
次，同比提升46%。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陈震

旻介绍，春节期间，三亚市组织开展新春集
市、国潮燃派对、音乐集市、海旅免税“贺
新春、闹元宵”促销活动等，给新春旅游注
入活力。
　　除了三亚，成都、广州、重庆、昆明、
哈尔滨等地也迎来大量游客。携程发布的一
份市场预测报告显示，春节期间旅游产品的
预订量同比去年上涨45% ，人均旅游花费同
比提升53%。
　　新春佳节，有人选择动身前往远方，有
人以书香温润心田。
　　在北京，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等
将除夕夜营业时间延长至大年初一凌晨一
点。大年初二，中关村图书大厦内开展“新
春宫灯DIY”主题活动。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新闻出
版局局长张爱军介绍，春节期间，全市将有超
过160 家实体书店开门营业，推出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一系列主题阅读、非遗体验、民俗文
化、直播节目等特色主题文化活动，为市民朋
友奉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一方银幕，也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陪伴。
大年初一这天，上海的“90 后”影迷连城足足
跑了家附近的3家大型影城，看了多部新片。
他开心地说：“选择太丰富，无论全家出动，还
是个人休闲，都能在电影院找到适合的视听
享受。”
　　今年春节档，《流浪地球2》《满江红》《无
名》《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交换人生》《深
海》等多部影片上映。上海、江苏、福建等地也
纷纷推出惠民活动，鼓励市民观影过年。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大年初一春节档首
日，我国电影市场总票房超13 . 4 亿元。业内人
士预计，春节期间电影票房有望创造佳绩。
　　吉兔呈祥，癸卯金安。新春佳节，传统在
赓续，乡愁有寄托，精神更富足……神州大地
年味浓郁，满目生机，一幅自信昂扬的崭新图
景徐徐展开。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玉兔奔九州 年味满中华
——— 从癸卯春节看中华文化新气象

  新华社北京 1 月 23 日电（李国利 邓孟）春节期
间，一场特殊的摄影作品展在中国人的“太空家园”举
办，神舟十五号航天员对展出的“全球拍天宫”摄影作品
进行了重点介绍。
　　这是继举办第二届“天宫画展”之后，中国空间站送
给全国人民的又一份“新春礼物”。
　　2022 年 11 月 29 日，这些作品随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搭载进入中国空间站。神舟十五号航天员费俊龙、邓清
明、张陆介绍，展出的这 21 幅“全球拍天宫”摄影作
品，每一张都是摄影师在地球上抓拍到的中国空间站过境
时的经典瞬间，角度独特，构思巧妙。
　　“全球拍天宫”自2021 年 11 月 16 日启动以来，吸引
了众多专业摄影师、天文爱好者、航天工作者、青年学生
等不同领域群体广泛参与，征集到了万余幅摄影作品。

中国空间站举办

“全球拍天宫”摄影作品展

  1 月22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伊斯坦布尔新机
场线开通仪式。
  当日，连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新机场和市中心的新机
场线地铁正式开通，中国制造的地铁列车载客运营。该地
铁线全长34 公里，将市中心到新机场的交通时间压缩至
半小时以内，大大提高了旅客中转出行的便利度。地铁列
车设计速度为120km/h，为全自动无人驾驶地铁列车。

中国造地铁列车在土耳其投入运营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报道

  春节假期，冷空气并未“休假”，一股
寒潮正扑面而来。受其影响，我国中东部地
区出现明显降温天气。各地各行业采取多种
措施积极应对寒潮，充分做好生活物资、交
通出行、能源等保障。

寒潮侵袭中东部

多地迎入冬以来最冷时段

　　中央气象台 1 月 23 日发布寒潮蓝色预
警，中东部气温持续走低。受寒潮影响，23
日至25 日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6摄氏
度至 10 摄氏度，部分地区还会出现 7-8 级
阵风。
　　在北方，多地出现“冻”人场景。预报
显示，23 日至 25 日，吉林省迎来入冬以来
最冷时段，北部和东部山区部分地方将出现
零下32摄氏度以下的严寒天气。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气象局
了解到，受冷空气影响，23日，呼伦贝尔市
264 个气象监测站中，最低气温低于零下32
摄氏度的共有258个站。
　　在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根河市等
地，记者看到，大街上行人大多“全副武
装”穿得很厚实，帽檐、口罩、眉毛上都结
了厚厚的冰霜。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舒楠介绍，此
次寒潮过程成因主要是横槽转竖，引导冷空
气南下。由于此次冷空气路径偏东，影响范
围以东部地区为主，如东北地区东部、江南

东部、华南东北部等地降温幅度更大一些。
　　杨舒楠提示，此次寒潮过程具有降温幅
度大、速度快等特点。公众需做好御寒准
备，有外出计划的公众要警惕大风、降温、
雨雪、沙尘等天气对出行的不利影响，减少
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附近的逗留时间。

群众出行安全有序

市场交易有条不紊

　　面对寒潮低温，多地纷纷行动起来，确
保群众出行便利。同时，许多地方市场交
易、物流如常，显现民生活力。
　　23日凌晨，北京迎来兔年第一场降雪，
环卫工作人员冒着严寒，迅速在大街小巷开
展除雪作业。“大年初二正是走亲访友的日
子，我们越早清理干净，市民出行就越多了
一份安全。”北京环卫集团平谷公司城市机
扫中心工作人员于洋说。
　　面对冷空气来袭，为确保城市安全运
行，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等地城管部门纷
纷做好物资设备准备，对一些高架路面及主
要跨江大桥路面实施撒布融雪剂、铺设防滑
草垫的准备，在天桥、隧道等处放置推雪
铲、扫把、铁锹、麻袋等，以防止降雨结冰
地面湿滑给市民出行带来影响。
　　位于长白山区的吉林省抚松县漫江镇锦
江村23日出现大幅降温。锦江村党支部书记
迟玉习告诉记者，降温对村民和当地旅游业
没有带来明显不良影响。相反，经营民宿餐

饮等生意的村民将炉火烧得更旺，供游客在
欣赏雪景之余进屋取暖，对游客吸引力更
强了。
　　山东寿光是全国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和
蔬菜集散中心，尽管寒潮来袭，这里的蔬菜
生产和交易有条不紊。作为全国最大的蔬菜
批发市场之一，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汇集
了各地的商户，日交易量通常在 1 万吨
左右。
　　“春节期间物流园不停歇，大年初一的
市场交易从早上6点就开始了。”物流园蔬
菜经营管理部副经理孙向明说，物流园建立
了蔬菜保供稳价机制，寒潮天气整体上对交
易影响不大。

细化应对措施

夯实保供保暖根基

　　寒潮来临，又逢春节假期，多地细化保
障措施应对降温天气。
　　喇叭沟门满族乡是北京市最北部的乡。
为做好低温天气期间的保障工作，乡里工作
人员进一步对鳏寡孤独、留守儿童等特殊群
体进行走访。“最近天气冷要注意保暖，有
什么需要您跟我们说……”在这个乡下辖的
上台子村独居老人张大爷家中，工作人员与
老人促膝长谈，仔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
查看其居住环境和取暖、用电等安全设施，
并向老人送上节日问候。
　　应对寒潮，电力、热力保供是关键。

　　河北省廊坊市相关部门持续关注供热运
行情况，加大指导协调力度。在廊坊市广达
供热有限公司运行调度中心，工作人员坐在
平台大屏前密切观察数据，供热区域的供
水、回水温度等情况一目了然。据介绍，该
平台能实现数据的远程采集，对所辖208 个
换热站进行监测和控制，可根据室外气温精
准调节供暖水温。
　　受寒潮大风天气影响，叠加春节用电
高峰，山东省济南市 23 日用电处于高位运
行。“ 10 千伏中铁线八里桥公变出现重载
预警，可能影响正常供电，请到现场核实
及时处理。”在国网济南供电公司槐荫供
电中心供电服务指挥分中心，工作人员正
有条不紊地安排检修人员奔赴现场处置
问题。
　　23日一早，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
龙岗镇海拔超过1500 米的高山上，国网杭州
市临安区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二班班长陈露和
一名同事打算赶在降雪来临前对35千伏玉山
线进行特殊巡检。穿戴好防护设备，他用力
搓了搓手开始攀爬铁塔。塔体湿滑，加上气
温很低，稍微爬一会，他就呼哧喘气。随着
高度增加，塔上覆冰越来越多。他拿出工
具，叮叮当当敲起来，碎冰纷纷落在地上。
　　大年初二就得工作，陈露和同事却没有
怨言。“我俩是临安本地的，让班里的小年
轻回家过个好年，我们这群‘老人’多守一
会儿不打紧。”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寒潮来袭 各地多措并举加强春节保供保暖

  据新华社电（陈立希）波兰总理马泰乌什·莫拉维茨
基23 日说，波兰将向德国提交申请，向乌克兰提供德制
“豹”式主战坦克。不过，不论德方是否同意，波兰都将
向乌提供这一坦克。
　　莫拉维茨基没有说明向德国提出申请的具体时间。他
说，波兰会寻求德方许可，但“这是次要问题”，因为即
便德方不同意，波兰也会和其他国家一起，在“小联盟”
框架下向乌克兰提供坦克。
　　按莫拉维茨基说法，波兰将和一些国家组建一个愿意
援乌“豹”式坦克的联盟。据美联社报道，波兰打算向乌
克兰提供14辆“豹”式坦克。
　　德国政府发言人23 日表示，德方尚未收到其他国家
向乌提供德制“豹”式坦克的书面申请。对这类申请，德
方会快速、慎重处理。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
22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波兰向乌克兰提供德制
“豹”式坦克，德国不会阻拦。 
　　围绕是否向乌方提供“豹”式主战坦克，波兰及其他
北约国家近来加大对德国施压。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近期多次在非公开场合
强调，除非美国愿意向乌克兰提供美制坦克，否则德国不
会向乌提供德制坦克，也不会允许第三方将手头的德制坦
克转交给乌方。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23 日再次
警告，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坦克，付出代价的却将是乌
克兰民众。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重
申，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恐导致“难以预料
的后果”。

波兰将寻求德国许可

援乌德制主战坦克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报道
  1 月 22 日，在法国巴黎共和国广
场，演员在兔年春节彩妆游行活动现场
表演舞龙。
  当日，法国巴黎举行盛大兔年春节
彩妆游行。该活动由当地多个华侨华人
社团共同组织，庆祝农历兔年春节的到
来，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参观。

海外庆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