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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别样假期
暂别家乡熟悉的过年氛围，远离趋之
若鹜的景点，选择东南欧的“小众”国家，
作为过年的别样打开方式；追逐休闲轻松
的生活方式，
“宅”中有乐、有情、更有浓
浓的春节气息；
“ 迈开腿”锻炼，打牌、上
网、做“低头族”的时间少了，相互交流的
时间更多了，
“燃烧卡路里”渐成城市家庭
过年新风尚……这个春节，玩转别样假
期，收获的却是同样欢乐。

“小众”国家游成中国年的别样
打开方式

中国农历新年初五的上午，波黑首都
萨拉热窝街头不时可见中国游客的身影。
拉丁桥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
点燃之地。来自北京的赵习静与母亲在
此静静凭吊。学电气工程专业的她，与退
休的母亲有共同的兴趣：逛博物馆。
高女士与李女士来自上海，两人分别
做财务与销售工作，都不喜欢从众。她们
选择萨拉热窝是因为这里“小众”，就连酒
店和餐馆，
她们都不选排名前十之内的。
萨拉热窝现代与古典交融的风格给二
人留下深刻印象。高女士说，许多人不太
了解萨拉热窝，甚至有人以为这里还在打
仗。
“这里的现代程度超出想象。人们着装
时髦、
有品位，
餐馆服务也是高水准。
”
萨拉热窝不是购物天堂，但它为造访
者准备了深厚而独特的历史资源。深巷
中的波黑战争儿童受害者纪念馆、拉丁桥
畔的一战历史纪念馆，春节期间都不乏中

国游客的足迹。
“每天都有人来。”当被问及这几天是
否有中国游客参观时，一战历史纪念馆馆
员穆阿米尔说。
“小众”国家游渐成风气，相当程度上
受益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不断加强联系，
特别是 2018年 5月 29日中国与波黑之间
互免持普通护照签证协议生效。2018年，
赴波黑中国游客人数猛增，中国成为波黑
第三大游客来源地。

亲情在 哪儿都是家

过年去哪里？过年干点啥儿？有的
人选择宅在乡间，重拾儿时过年的味道；
有的人宅在家中，一家子烹制美味菜肴，
感受亲人团聚的喜悦；更有外国友人宅在
中国家中，
感受传统的中国春节习俗。
年三十一大早，莫干山一念间“今夏
山居”的女主人金虹就忙活起她拿手的土
猪肉馅煎饺，这是为她春节期间的客人杨
晓猛一家所准备的“年夜饭”之一。从农
历小年开始，这间坐落在浙江德清莫干山
腰间的民宿就客源不断。当城里人抱怨
在家过年年味越过越淡时，换个地方宅起
来，寻找乡土年味逐渐流行起来。
杨晓猛在杭州从事企业管理咨询工
作。从大山里走出来，他希望带着妻儿重
拾乡土情怀，怀念记忆中的春节。
回老家寻找儿时的年味其实是一种
选择，但假期有限，加之旅途劳顿，整个春
节过得又局促又颠簸。今年，杨晓猛最终

收获同样欢乐
选择宅在金虹的民宿过年。从杭州驱车
不到一小时，一条乡道边，金虹的三层小
楼坐落在那里。虽然只有十间客房，但集
中采暖、独立卫生间等设施一应俱全。虽
身在异乡，却丝毫没有“为异客”的感觉，
这让杨晓猛一家自在舒服。
腊月二十七，在北京工作了十年的张
利民早早来到火车站等候，因为女儿要从
安徽老家过来与他团聚，一起过年。
“孩子今年要高考了，课业压力挺大
的。今年让她来北京过年也是为了给她
换个环境，放松一下，但也是‘宅’在我住
的地方。
”
张利民说。
由于女儿在寄宿学校上学，平日父女
俩只能周日通电话，今年春节也是二人
2019年的首次团聚。经过两个多小时的
等待，女儿终于出现在出站口。
宅在家里过年，流露着张利民的一丝
无奈，但却蕴藏着对女儿内敛的父爱，为
孩子提供温暖舒适的环境和气氛是他最
重要的事情。
今年已经是胡安在中国过的第五个
春节了。对他来说，春节给他的第一印象
就是回家，而像他一样的外国人只能宅在
屋里。
这个对中国充满好奇心的巴西人
2016年成为了一名中国女婿，妻子韩文彬
来自广东佛山，在那里，胡安曾感受到了
别具特色的广东过年风俗。韩文彬介绍，
比如年夜饭的围餐形式。
甚至发红包这样的习俗，在胡安眼里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将于
14-15日在京举行

也非常神奇。
“在巴西，我们不会将钱放在
信封里分发给其他人，我们都是包一些小
礼物的。但是意义都是相同的，将幸运和
祝福分享给其他的人。”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燃烧卡路里”渐成城市家庭过
年新风尚

今年春节中国许多地方的家庭选择
以运动的方式度过假期。在浙江杭州，位
于万松岭之上的大明山滑雪场自农历正
月初一以来，平均每天进场滑雪的人数都
在 4000人以上，与去年同时段相比增幅
明显。
杭州大明山风景旅游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徐新告诉记者，春节期间来自杭州、
上海等地的家庭滑雪爱好者比较多，随着
冬奥会脚步的临近，南方家庭在家门口参
与冰雪运动的意愿比以往更加强烈。
“中
国人过年亲戚往来总会送礼。以前是送
礼品、送红包，现在‘送滑雪’好像也开始
流行了。”
今年除夕，深圳的气温达到 28.
1摄氏
度。
“ 火热”的春节，吹动了南国群众运动
的热潮。
今年春节期间广州市体育局组织了
50多项群众体育活动，预计参与人数 20
万人次。这当中既有舞龙醒狮巡游等文
体融合的传统项目，也有以猜灯谜和抛
圈、钓鱼、跳绳等为主要内容的游园活动，
主打项目则是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篮
球。

（综合新华社2月10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熊丰）记
者 10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2019年春节期
间全国边检机关共查验出入境人员 1253.
3万人
次，与 2018年春节期间相比增长 10.
99%。其
中，入境 622.
2万人次，同比增长 9.
51%；出境
631.
1万人次，同比增长 12.
48%。共查验出入
境飞机、船舶、列车、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 36.
3
万架（艘、辆）次，同比增长 1.
47%。
春节期间，内地居民因私出入境增长最为
明显，共 722.
2万人次，同比增长 15.
97%，出境
目的地排在前 10位的包括泰国、日本、越南、韩
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和香港、澳
门、台湾等地区。春节期间，成都、昆明、青岛、
重庆等机场相继创单日出入境旅客人数历史新
高，深圳、珠海等毗邻港澳的陆地口岸出入境人
数增长较快，珠海拱北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最
高达到 41.
5万人次。2018年新开通的广深港
高铁西九龙和港珠澳大桥口岸均刷新本口岸单
日出入境人次纪录，分别达 10.
5万人次和 11.
3
万人次。

中国福利彩票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樊曦 齐中熙）

记者从中
国铁路总公司获悉，10日，春节长假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
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 1252万人次，同比增长 3.
3%，创
今年春运以来单日客流最高峰。
2月 9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111.
4万人次，比增 4.
0%。
其中，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75.
6万人次，比增
4.
1%；上海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179.
9万人次，比增 8.
4%；南
昌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87.
5万人次，比增 1.
6%。
铁路部门提示，节后返程客流高峰已经到来，
已通过互联
网、电话成功预订车票尚未取票的旅客，请尽量提前取票；乘
车时请携带车票及与票面信息一致的有效身份证件，核对好
乘车时间、车站、车次等信息，
预留充足时间取票、安检、验票、
换乘，以免耽误行程。

涉事批次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检测结果公布
记者 7日从国家
药监局获悉，上海方面对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涉事批次静注人免疫球蛋白进行的艾滋病、乙肝、丙肝三种病
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江西方面对患者的艾滋病病毒核
酸检测，
结果为阴性。
国家药监局 5日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通报，上海新兴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静注人免疫球蛋白（批号：
20180610Z
）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为阳性。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于佳欣）

春节全国口岸
出入境人员比增10.9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于 2月 14日至 15
日在北京，
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举行新
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将在不久前华盛顿磋商基础
上，就共同关注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美方工作团队将于 2
月 11日提前抵京。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赵文君）

春节黄金周零售、餐饮
破万亿元
刚刚过去的猪年春节“黄金周”，消费亮点多
多。据商务部 10日发布的数据，春节期间，全
国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超过 1万亿元，网络
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兴消
费亮点纷呈。
据商务部监测，除夕至正月初六（2月 4日
至 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10050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8.
5%。
商品消费更重品质。传统年货、绿色食品、
智能家电、新型数码产品、地方特色产品等销售
保持较快增长。集购物、餐饮、娱乐等功能于一
体的购物中心、奥特莱斯等新兴业态受到消费
者青睐。各大电商平台坚持春节不打烊，让消
费者在节日期间也能享受到便捷的网购服务。
餐饮消费更显年味。年夜饭、团圆饭、亲朋
宴成为春节餐饮市场主角，大众化、特色化餐饮
受到青睐。体验消费更受青睐。休闲旅游、观
影观展、民俗活动等体验式消费越来越受到欢
迎，全国电影票房超过 50亿元。
商务部监测数据还显示，节日期间生活必
需品市场运行平稳。36个大中城市大米、面粉
价格均与节前一周持平，蔬菜价格有所上涨，
30
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节前上涨 4.
4%。

法决定召回驻意大使
新华社巴黎2月7日电

法国 7日决定召回驻意大利大
使，以抗议意大利方面干涉法国内政。法国外交部当天发表
声明说，数月来法国成为“反复指责、毫无根据的攻击以及不
当声明的目标”，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所未有，
“鉴于当下
前所未有的局面，
决定召回驻意大利大使进行磋商”
。
据媒体报道，意大利副总理、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领导
人迪马约 5日在巴黎郊外会见了“黄马甲”
运动参与者。

第二次“金特会”将在河内举行
新华社华盛顿2月9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8日表示，美
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将于本月 27日至 28日在越南首都河内
举行。
特朗普当天在推特上宣布这一消息。他表示期待与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见面，促进和平事业，并称朝鲜在金正恩领
导下将成为经济强国。他还说，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蒂
芬?比根此前在平壤与朝鲜方面的会谈“非常具有建设性”
。

2月7日，演员在“金豕报岁喜回家2019农历新年花车汇演”活动上表演。
当日是农历大年初三，澳门特区庆祝春节的重头活动“金豕报岁喜回家2019农历新年花车汇演”亮相，精彩的
演出和欢乐的气氛吸引市民和游客争相观看。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特朗普提名下一任世行行长人选

“欢乐春节”
走进联合国
□新华社记者 徐晓蕾
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联合国大会会
议厅 8日晚喜气洋洋，苏州交响乐团的
中国新年音乐会在这里举行，将中国
农历新年的喜悦和祝福传递给联合国
官员及各国使节，也让在海外的华侨
华人春节过得更有年味。
虽非专业音乐厅配置，但联大“尽
己所能”做足准备：中层和顶层多组射
灯齐放，标志性的演讲台被一面红色
大鼓取代，两侧显示屏播放着新春风
情片和乐手演奏近景……
《春节序曲》拉开音乐会序幕。
《茉
莉花》
《敦煌》以及小约翰?施特劳斯和
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作品奏响大厅。中
国传统乐器二胡、大鼓的演奏更是音
乐会的亮点。
完 成 既 定 曲 目 后 ，在 观 众 持 久

的 掌 声 中 ，乐 团 加 奏 了《北 京 喜 讯
传 边 寨》
《花 好 月 圆》和《拉 德 斯 基
进 行 曲》。 伴 随 欢 快 的 节 奏 ，全 场
观 众 一 齐 拍 手 ，将 音 乐 会 的 气 氛 推
向高潮。
指挥家陈燮阳当天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音乐会曲目选择经过深思熟虑，
做到囊括中外、兼顾经典与现代。他
表示，苏州交响乐团受邀到联合国演
奏意义重大，这里各国使团聚集，能将
中国春节文化传至全世界。
乐团演奏前，第 73届联合国大会
主席埃斯皮诺萨、本月安理会轮值主
席国赤道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阿纳
托利奥?恩东?姆巴以及中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马朝旭先后发表致辞。会场还
播放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春节
贺词。
音乐会结束后，许多中国观众对

新华社华盛顿2月6日电

记者说，这场演出让他们在海外过了
一个喜庆年，弥补了不能回国与家人
团聚的遗憾。他们对乐团的高水平演
奏赞不绝口，纷纷表示享受了一场听
觉盛宴。
希腊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卡拉姆夫
雷佐斯曾在中国工作，当天的音乐会
让他回到“旧日好时光”。他说：
“中国
和希腊都是文明古国和文化发源地。
我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热爱中国的
语言文化。音乐会十分精彩，我尤其
喜欢其中的中国乐曲，感到仿佛又回
到了中国。”他的小女儿用中文对记者
说：
“春节快乐！”
当天的音乐会属中国文化和旅
游 部“ 欢 乐 春 节 ”活 动 项 目 ，也 是 这
一大型文化交流活动首次走进联
合国。

（新华社联合国2月9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6日提名美财
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戴维?马尔帕斯为下一任世界银
行行长人选。
时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1月 7日突然宣布将于 2月 1日提
前卸任。世行 1月 10日发布新行长遴选流程，计划今年 4月
春季会议前选出下一任行长。

泰发生快艇撞船事故
11 名中国游客受伤

据新华社曼谷2月10日电

据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馆 10
日通报，一艘载有 11名中国游客的快艇 9日下午在普吉海域
与一艘停泊油轮相撞，导致 11名中国游客和 2名船员受伤，无
人死亡。
据了解，
事发时快艇正由皮皮岛返回普吉岛。截至目前已
有 6人出院或无需住院治疗，
其余 5人住院观察，
个别需要继续
治疗。11名中国游客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的两个家庭，以自由
行方式到普吉旅游。

猪年彩市今天开市啦！祝彩民朋友们猪年好运，多获大奖！

抢红包、砸金蛋！刮刮乐新春送大礼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2019年
新春来啦！除了熟悉的买年货、
贴 春 联 、收 红 包 ，这 个 春 节 ，福 建
福彩还为彩民朋友们送上了特别
的礼物，那就是“砸金蛋，抢红包”
活动。

快递

活动时间：2019年 1月 28日至
2月 28日。
活动内容：活动期间，凡在福
建省内购买即开型福利彩票“福运
红包”、
“ 欢乐彩蛋”两款刮刮乐游
戏的彩民均可参加本次活动。凡

在这两款刮刮乐游戏中，单张彩票
刮中 100元的彩民，除获得中奖奖
金 100元外，另获赠 100元的即开
型彩票；单张彩票刮中 1000元的彩
民，除获得中奖奖金 1000元外，另
获赠 1000元的即开型彩票。

“福运红包”福气多，
“ 欢乐彩
蛋”真欢乐，抢红包、砸金蛋，这个
新春福乐多。彩民朋友们，1月 28
日 至 2月 28日 ，刮 刮 乐 新 春 大 狂
欢，猪年送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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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裳）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9015期2019年2月3日开奖
红色球：153124201611蓝色球：04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开奖公告
第2019034期2019年2月3日开奖

中奖号码： 667

中
本期本省销售金额为495716元，中奖金额为247696元。 奖
情
中国福利彩票（15选5）开奖公告 况
第2019034期2019年2月3日开奖

中奖号码 08 14 11 02 09

总销量：
中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六662省858元。奖池资
奖 特别奖 0
累 积 2414073
情 一等奖 82 2760 金元，滚入下期特别
况
奖 。“15选 5”第
19035期于 2月
二等奖 5206
10 2101日开奖。

全国 福建 每注 中奖分布
奖等 中奖注数
中奖注数 奖额
一等奖 13 0 6477986 一等奖：
二等奖 181 3 132692二等奖：厦门2注，漳州1注。
德16注，莆田7注，泉州35注，漳
三等奖 1940 79 3000 三等奖：福州14注，厦门2注，宁
州1注，三明3注，南平1注。
四等奖 90908 3723 200 全3奖86池国50资8总32金销6元累量积。：
352193873元 ，
五等奖 1614328 64462 10 1滚入下期一等奖。
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第2019016
2月 12日开
六等奖 10635011407567 5 期于
奖。
/

福建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0
1
9年 2月 3日

福彩各种玩法开奖时间：
全国联销双色球二、四、日开奖

全国联销 3
0选 7
（七乐彩）一、三、五开奖
全国联销 3
D
天天开奖
中国福利彩票 6
+
1生肖游戏一、三、六开奖
福彩 1
5选 5天天开奖

（开奖结果以福建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公布为准）。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