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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近日发布的 2017 年春节
黄金周消费市场数据显示，1 月 27 日
至 2 月 2 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
现销售额约 8400 亿元，比去年春节
黄金周增长 11.4%，增速较 2016 年
春节黄金周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实
现增速连续 2 年提高。对此，专家指
出，春节消费市场的持续火爆是中国
消费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当前，中国
消费市场规模稳定增长、结构加快升
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
高，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
力。

市场规模稳步增

近年来，中国消费品市场规模稳
步扩大，消费火热成为常态。根据国家
统计局最新数据，2016 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突破 33 万亿元，达到
332316 亿元 ， 比上年 名 义增 长
10.4%，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从季度
看，4 个季度增速分别为 10.3%、
10.2%、10.5%和 10.6%。其中，12 月
份消费品市场增速比 11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创年内单月增速新高。

消费市场火热的状态在 2017 年

春节黄金周期间得到进一步放大。商务
部数据显示，春节黄金周期间，安徽、云
南、广西、湖南、青海重点监测商贸企业
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5.5%、12.7%、
11.8%、11.5%和 11.3%，湖北、上海、江
苏、河南、天津分别增长 11%、10.6%、
10.6%、10.6%和 10.2%。

“消费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至关
重要，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及全球经济贸易低迷的背景下，拉动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表现低迷、
投资增速有所放缓。在这种情况下，消费
逐渐挑起大梁，其稳定增长对推动中国
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突出。”中国人民
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结构升级成焦点

量的稳定增长已成常态，质的有效
提升则逐渐成为消费者和市场关注的焦
点。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不久前面
对面访谈了来自中国 44 座城市、从 18
岁到 65 岁覆盖各个年龄层次的 1 万名
中国消费者，形成了《2016 年中国消费
者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中国消费者正
在向现代化升级”。

当前，在中国消费品市场中，品质消
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等升级类相关商
品销售正 “多点开花”。统计局数据显
示，2016 年，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
品类比上年增长 13.9%；限额以上单位
通讯器材类商品保持近 12%的较快增
长。汽车类商品中升级型 SUV（运动型
多用途乘用车）和环保型新能源汽车保
持快速增长，2016 年 SUV 销量增长
43.6%，远高于普通轿车增速；新能源汽
车销售 32万辆，增长 84%。

同时，服务性消费成为众多消费者
的“新宠”。赵锡军指出，春节黄金周期
间，电影票房、旅游市场数据表现抢眼，
这些服务性消费在节假日期间集体发力
充分说明，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正在
发生转变，精神、文化层面待释放的巨大
需求正在推进服务消费市场的快速发
展，进而不断加快消费结构升级。

未来空间仍很大

“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了 6.7%，
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接下来，要将
这种稳中向好的开局延续下去，就需要
在做好各项基础工作的同时，深挖经济
发展的潜力，其中，消费就是重中之

重。”赵锡军表示，当前，消费市场规模
稳定增长、结构加快升级，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态势
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动力，而且这种
动力还有很大的可提升空间。

在赵锡军看来，中国的消费供需匹
配仍有不足，这些都是可改进之处，如高
端消费品、高质量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
正困扰着中国消费者，不少消费者因此
选择到海外购物。实现供需匹配需要我
们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产
品的供给质量。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引导
企业在产品供应端重视个性化、品质性
产品生产，坚持以质取胜；另一方面，政
府要在消费升级过程中多从政策、制度
等方面提供优惠，并在消费保障、诚信等
方面提供更为有效的约束。

专家指出，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来看，2016 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4.6%，高于
2015 年 4.9 个百分点，高于 2014 年
15.8 个百分点。随着消费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的不断提高，中国在这方面已超过
世界平均水平，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差距，而这也恰恰是未来中国经济
发展的巨大潜力。 人民日报海外版

火热消费凸显中国经济潜力

2 月 1 日，在河南内
黄梁庄镇颛顼帝喾陵内，
6000 余名观众正在头一
次观赏打铁花表演。

打铁花，是流传于晋
豫地区民间传统的烟火，
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春
秋战国时期。它的采矿炼
铁业几乎与中华民族的
冶炼史同步兴起。丰富的
煤炭和铁矿资源，为冶炼
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便
利的条件。鼎盛于明清时
期，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
史。

据悉，打铁花表演在
豫北地区极为罕见，当地
及周边地区群众绝大多
数是第一次看到打铁花。

李 刚 摄

一个国际研究小组 2 月 1 日在
《自然》 杂志线上版发表论文称，
他们对 70 余万人的基因组进行研
究后，发现了 83 个可显著影响人
类身高的罕见基因变异，其对人类
身高的影响较此前发现的基因变
异大很多，有些对身高的影响超过
2 厘米。

此项研究由人体性状遗传研究
（GIANT）协会主导。早在 2014 年，

GIANT 研究团队就通过对 25 万人的
基因组研究，发现了分布在人体 400 多
个基因区域的近 700 个与身高有关的
基因变异。研究人员当时使用的方法是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通过对大规模人群
进行全基因组测序扫描，追踪特定性状
基因变异。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擅长发现
常见的遗传变异，但很难发现不常见或
罕见的基因变异。当时发现的近 700 个
基因变异即属于较常见变异，它们对人

类身高的影响大多不足 1毫米。
此次，研究团队使用了新的外显

子组芯片测序技术———一种利用序列
捕获技术将全基因组外显子区域
DNA 捕捉并富集后进行高通量测序
的基因组分析方法。研究人员利用这
一技术搜集分析了 711428 位成年人
的基因数据，最终确定了 83 个与身
高相关的罕见基因变异，其中 51 个
基因变异属于“低频”变异，发生率不

足 5%；32 个基因变异则属于十分罕见的
变异，发生率不到 0.5%。相比于此前发现
的近700个常见变异，新发现的基因变异
对身高的影响要大很多。83 个基因变异
中，有 24 个变异对身高的影响超过 1 厘
米，其中有数个变异对身高的影响超过 2
厘米。

研究人员指出，身高是一个十分复杂
的遗传性状，受到众多遗传变异的综合影
响，掌握这些变异，对于了解复杂遗传及
多因素所致疾病，如糖尿病、心脏病等，具
有重要意义。

科技日报

83个罕见基因变异可显著影响身高

农历丁酉鸡年将至，天文专家表
示，这一年从 2017 年 1 月 28 日开
始，至 2018 年 2 月 15 日结束，长达
384天，并且会出现我国传统历法中
的“一年两头春”现象。

2017 鸡年为何多出 19天？农历
到底怎么算？元月 26日，我国农历官
方出版机构———紫金山天文台历算室
傅燕宁接受长江日报记者专访，为大
家详解我国传统历法，以及农历幕后
“推手”的秘密。不过对于“现代钦天
监”的叫法，傅燕宁表示：“我们与钦
天监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不仅编写年历还预报大行
星运行轨道

中国现行的农历由南京紫金山天
文台历算和天文参考系编订，南京紫
金山天文台历算和天文参考系是农历
的官方出版机构。

“历算室是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
一个部门，部门成立很早了，目前工作
人员有 10 个。编制农历其实是我们
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傅燕宁说，在推
算农历前，要做很多前期准备工作，一
架精密计算机必不可少。

“现在是用电脑模型推算农历。
比如算天体的位置，是国际天文联合
会的标准模型。用模型来计算农历，过
程很快。”他表示，现在的计算方法相
对准确，误差还是有，所以要不断地改
进模型。

他们的工作除了编订农历外，大
到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标准升降

时间，日全食发生的准确时间；小到科学
计算出日照时间。此外，还有重要一项是
观测天体运动，用来改进模型。

傅燕宁表示，现在，历算室不但可以
独立编写年历，还能准确计算太阳、月亮
等天体运动方位和速度，预报各类天象。
历算室并且公布每年的 24 节气的具体
时间(精确到分钟)、重要的天象(日月食
等)时间、大行星运行轨道等信息。

正在编制农历计算的国家标准

我国历法的起源追溯到传说时代，
确立制定时期始于战国。战国时期的四
分历都体现在《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古
六历，它们是我国最古老的历法。

然而，傅燕宁表示，在现代天文学发
展上，旧中国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1970 年以前，我国出版的年历都以翻译
“洋历”———苏联和欧美的历书为主。

1964 年，紫金山天文台取得独立编
算工作的初步成功。1965 年，进一步提
高了编算质量。之后紫金山天文台短时
间内编算出 1969 年和 1970 年两本中
国天文年历。在这本由《科学出版社》出
版的《1970 年天文年历》 中的序言写
道：“中国天文年历的诞生表明，依赖
‘洋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傅燕宁看来，农历对于中国人来
说，必不可少，其现存的意义体现在文化
价值。“农历涉及中国重大节假日的计
算和确定，如春节、中秋、清明等，还是指
导农事活动的重要依据”。

他表示，历算室目前正在编制农历
计算的国家标准，将编算方法统一确定。

“不能说你算是今天过年，他算是明天
过年，需要一个标准，即怎么算农历。”
傅燕宁说，随着广泛的高精度天文观测
资料的大量积累，紫金山天文台历算室
的工作不断扩充。未来，历算室将放眼国
际，开展具有国际水平的科研工作，进行
前沿性课题研究。

历算室不能与古代钦天监相提并论

傅燕宁揭秘，由于历法特殊的政治
含义，常有历代统治者重新修订，以确立
自己的统治权威。

“古代历法，并不单纯为了计算日
期和指导农业，还带有重要的政治含义。
这也决定了历算室并不能与古时候的钦
天监相提并论”。傅燕宁介绍，按历史的
职责研判，负责授时的机构即钦天监，钦
天监是法定编历机构。

“我们与钦天监是完全不一样的概
念。钦天监是为皇帝服务，我们是纯粹把
农历编算出来就完了。”他说，在古代，
皇帝被奉为天子，时令是天意，“皇帝要
熟知天象的变化，如果天子都搞不清天
意，那还怎么证明统治的权威？”

傅燕宁说，除此之外，古时候很多天
文现象，诸如日食月食之类，都被认为是
上天对世人的警示；王朝的重要典礼和
祭祀仪式，通常也要参照着特定的节气
进行。

他表示，古代历法，从某种程度
上，就意味着统治权力本身。皇帝颁
布历法，昭示着其政权的合法性；子
民接受历法，代表其承认政权的合法
性。

农历并非阴历
而是“阴阳合历”

“很多人认为农历就是阴历，事实
上并非如此。”傅燕宁介绍，农历又称华
历、夏历、国历，是我国传统历法，它实际
上属于阴阳历。

大家熟知的阳历，就是“太阳历”，
是依据太阳的变化，即地球绕太阳运动
时，人在地球上所观测到的太阳的变化
来编订的历法，以地球绕太阳一圈的时
间设定为一年；阴历，就是“月亮历”，是
根据月亮的变化来编订的历法，以月亮
经历一次从圆到缺的循环为一个月；农
历则兼顾了太阳和月亮的双重变化，属
“阴阳合历”，是我国古代人民独创的历
法。

农历之所以又“阴”又“阳”，傅燕
宁说，这与我国古代人民的生产生活密
切相关，可以说，农历是随着农业生产实
践积累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典籍中
就有“钦若昊天，敬授民时”的记载，这
说明古人通过观测天象来洞察自然界现
象，以发现规律，编成历法，指导农事活
动。

“古代中国人可能先观测到了月亮
的变化，因为月亮的圆缺更加直观，信息
更易于捕捉。但同时，我国古代是一个农
业社会，当时的农业生产完全靠天吃饭，
需要严格掌握气候变化的年周期，而这
极大依赖于太阳的变化规律。”傅燕宁
说，因此，古代人需要制作一个既包含月
亮变化又包含太阳变化的历法。

“农历也有年月日，只不过它们的
算法比较复杂。不像公历每年固定，农历
每年一算，且每年都有变化。”傅燕宁
说。 长江日报

农历鸡年共 384天 将现“一年两头春”现象

春节假日的余温里，人们此刻还
在回味年的温馨。而回味的话题之一
就是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精心 “烹
制”的春晚。点赞也罢、吐槽也罢，央
视春晚都是一个一如既往的存在。

对很多人来说，央视连续 35 年
陪你守岁的这份儿执著，本身就是一
种温馨，不必说还有千方百计改进自
己，取悦你的不懈努力。事实就是如
此，就拿今年春晚来说，央视不仅革新
了自己的“价值观”，而且大大增加了
吸引年轻群体的因素，比如，先声夺人
地推出了人气颇高的青春偶像组合演
绎的开场歌舞，同时，延续近几届使用
最新锐现代科技手段、求新求变的势
头，首次植入虚拟现实技术（VR），让
春晚以全新方式走进千家万户，给观
众带去震撼的视听体验；再次引入无
人机参与表演，一方面参与营造梦幻
舞台效果，另一方面也以灵动的舞姿
展现了科技之美。春晚俨然成了窥探
中国科技活力的秀场，成了创新中国
的精美橱窗。

虚拟现实
掀起视觉革命 带来浸入式体验

伴随蛙鸣和音乐响起，暗蓝色光
里，四周的荷叶随风而动。俄而，眼前
灯渐亮，一群舞者隔着一层薄纱开始
翩翩起舞。薄纱缓缓升起，舞者清晰呈
现在眼前，一声低低的吟唱在乐音中
响起，舞者后方和左右两边的宽大屏
幕上呈现出蓝色为主，伴有绿色光影
的树木造型。抬起头，只见由屏幕组成
的 4 个同心圆灯光也营造出蓝绿色
调的氛围。回过头来，只见一片高高低
低的荷叶依然在随风摇曳。音乐节奏
时而舒缓，时而湍急，舞蹈的节奏和光
影也随之变幻。这就是本报记者通过
央视影音客户端体验到的春晚舞蹈节
目《清风》VR。是的，点击“VR 春
晚”，选择节目，你就可以真切“走
进”央视春晚现场，360 度“沉浸”其
中。作为观众，你已经不是一个通常意
义上的被动的看客，不是只能被动地
随着摄像师镜头的推拉摇移，接受一
个全景或特写，而是完全可以根据自
己的意愿，在任意时刻，作出欣赏选
择：或注视正前方翩翩舞者，或抬头看
摇曳的树梢上春的信息，或低头看绿
草如茵，或回首荷叶田田。这是一种怎
样的畅快淋漓的视听自由呀！被传统
视听方式限制了太久的人们在其中一
定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除了可以通过下载央视影音等应
用软件观看春晚 VR 节目，观众还可
以通过暴风魔镜等设备观看。提供的
相关内容包括《清风》、《中国功夫》、
《金鸡报晓》3 个春晚节目和春晚花
絮及西昌分会场、上海分会场、桂林分
会场等现场内容。这些节目都有标清
和高清两个版本供选择。为了确保首
次春晚 VR 直播成功，央视和有关方
面付出了很大努力，据本次春晚 VR
直播供应商兰亭数字联合创始人庄继
顺介绍，央视和中国网络电视台在服
务器和网络带宽上给予充分支持。在
拍摄上，有关方面加大协调力度，每个
节目都会专门为 VR 拍摄去布置一
遍，演员的站位、表演，也会为 VR 去

做专门调整，有时候还会重来两三遍。在
桂林分会场，烟花表演甚至专门为 VR
拍摄重来了一遍。这些努力获得了丰厚
回报，很多网友在看完春晚 VR节目后，
纷纷留言赞叹高水准制作和令人震撼不
已的视听体验，甚至重新认识和审视春
晚节目的艺术价值。

无人机
是现场道具 更是不可或缺演员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歌手毛阿敏和
张杰共同演绎的《满城烟花》成为今年
春晚收视率最高的节目，而该节目的成
功，除了两人默契的配合、深厚的演唱功
底之外，还要得益于特殊的伴舞者兼道
具———无人机。

为完美营造“满城烟花”效果，现场
共出动了 3 组共 50 架小到可以放进口
袋的无人机。第一组由 20架组成，它们
轻盈地飞到舞台中央，形成塔型阵列。它
们顶端搭载的雪花灯闪烁着红绿相间
光。在精准的定位算法和编队飞行算法
下，这些无人机完成了 “DNA 螺旋结
构”等一系列超高难度的编队飞行舞蹈
动作，展示编队飞行完美效果。剩下 30
架都搭载着一个喜庆的小红“灯笼”，它
们平均分成 2 组，分别抵达舞台两侧，
承担伴舞角色。

这个庞大的舞蹈队成功表演其实并
不容易，由于演播大厅复杂的环境和电
磁干扰等，无人机要确保精确定位和通
讯畅通，为此，该项目投入了 20 多位工
程师， 300多架无人机和 26 个动作捕
捉的高精度的摄像头，攻克了诸多技术
难题，最终创造了最大规模无人机室内
编队飞行记录，更成就了本届春晚收视
率冠军。

这当然不是无人机第一次结缘央视
春晚。人们还记得猴年春晚上，无人机出
现在广州分会场上，在歌手演唱《冲向
巅峰》时，29 架无人机组成的机群，排
出各种队形，非常壮观。

可穿戴设备
为春晚所用 也可能为春晚而生

在零下 30 摄氏度的央视春晚哈尔
滨分会场，以一曲《冰雪彩虹》大放光彩
的玖月奇迹组合透露了他们“高科技防
寒大招”———自发热脚蹬弹力连体裤。
据说，这种衣服连接上 3 个类似充电宝
的东西就有自发热功能。这种可穿戴设
备，虽然没有增强视听的智能功能，但是
对于冒极端严寒表演又要考虑着装效果
的演员来说，着实更实用。

本届春晚有一种不易被发现但演出
效果令人赞叹不已的可穿戴设备。这是
在大型舞蹈节目《清风》中，160 多名舞
蹈演员翩翩起舞时，手中都灵巧地操控
一个发光的水晶球，并且它还随着手势
和动作的变化而不断变幻光彩。奥秘就
隐藏在每个舞者所佩戴的智能手套中。

这种手套表面看起来与一般手套没
有什么区别，但是仔细看会发现，它装备
一块 LED 发光板，这个板的神奇之处在
于不仅能发光，而且还能通过感应和识
别运动轨迹来同步整体灯光的变化。借
助该手套，每位舞者翩翩起舞时，灵巧地
操控手中的水晶球，使其出现整齐划一
的光影变化效果，呈现出美轮美奂的意
境。 人民网

科技点亮央视春晚

2017 年 1 月 18 日，世界气象组
织（WMO）发布公告，确认 2016 年
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刷新
2015 年创下的最热纪录，而 2015 年
本身就打破了 2014 年的纪录。

据中国气象局统计，2016 年是我
国自 1961 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三暖
的年份，仅低于 2015 年和 2007 年。
虽然年平均气温不是最高，但 2016
年我国气温仍创下了几项纪录。国家
气候中心首席研究员徐影表示，2016
年夏季我国最高温突破了历史极值。
从 2014 年起，高温日数逐年增加，
2016 年全国平均高温日数更是比往
年多了 3天。

从全球来看，全球平均气温比
2015 年高约 0.07℃，比 1961—1990
年平均值高 0.83℃，并高出工业化时
代之前水平约 1.1℃。

2016 年还是全球气候充满极端
状况的一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平均
浓度已经超过 400ppm（1ppm 为百
万分之一）警示线，甲烷浓度也飙升
破纪录，气候变化的长期指标上升至
新水平。南极和北极地区的海冰面积
缩减严重，打破最低纪录。俄罗斯、北
极地区气温比长期平均温度高 6℃—
7℃。格陵兰冰川开始融化的时间提
前，且速度更快，北极地区正以全球平
均值两倍的速度变暖。

也许您觉得奇怪，升高 1℃听起
来不算多啊，为啥能引起很大反响？
“升高 1℃或 2℃，指的是全球平均温
度，具体到每个地区或国家，情况就大
不相同。”徐影解释，全球平均升温
2℃，对于地中海地区而言就是升高

3.4℃，北极地区会升高 6℃。
徐影介绍，全球升温会引起海水膨

胀、海洋变暖，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
升，从而威胁到人口稠密的海岸地区，上
海、香港等海滨城市可能会受到很大影
响。永久冻土在消融过程中还会释放甲
烷。极端暴风雨发生频率增加，可能使低
洼地带被淹没。当全球升温 1℃—2℃
时，发生极端高温的概率就可能增加 10
倍或更高，也可能使得全球降水量重新
分配。“这就会导致该刮风、下雨的地方
（时候）不刮风、不下雨。”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
邹骥解释道。

由于气温持续攀升，我国京津冀地
区的平均风速和最大风速都有减小趋
势，发生静稳天气的概率增高，不利于污
染物扩散。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
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对此颇为感慨，“我
1982 年来北京上学时，冬天是北风呼
啸、寒风刺骨的，天气预报经常说有来自
蒙古高原、西伯利亚高原的强冷空气南
下带来大风。但现在很少能听到这种预
报，所谓‘一九二九冰上走’的情况也基
本不复存在。风少了、不冷了，雾霾就没
那么容易散。”

极端气候容易导致病菌泛滥繁殖，
危害人类健康。例如，去年夏天西伯利亚
地区因异常炎热导致冻土层融化，此前
封锁在冻土下的炭疽杆菌被释放出来，
导致俄罗斯一些地区爆发炭疽疫情。此
外，全球变暖对地球生态系统最大的威
胁，在于生物多样性的逐渐消失。“人类
面对大自然的变化往往无能为力，我们
必须警惕这些变化。”潘家华说。

人民日报

2016年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热年

河南：打铁花表演震撼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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