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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粽子、挂香囊、赛龙舟，这是
端午节的文化传承。与此同时，时
令商品消费强劲、民俗节庆活动迈
上“云端”，传统节日展现出时代的
新特点。

粽艾飘香袁各地文旅活动迈上
野云端冶

端午假期 3天，上海市民徐海
清与多位好久不见的亲朋好友再
次团聚，走亲访友自然少不了应景
食物粽子。“端午是我国进入疫情
防控常态化阶段以来，第一个适合
亲朋好友团聚、共祝彼此安康的中
华传统节日。”徐海清说。

居民消费热情高，老字号粽子
产品在线上线下热销，分布在上海
市区的门店外，消费者有序排着长
队；直播、网购平台上，网友一边互
动一边“剁手”。

杏花楼食品餐饮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智静说，今年端午应需
生产 380多万只粽子，较去年产量
翻番。不仅物美价廉的袋装粽子卖
得好，价位在 150多元至 250多元
的礼盒装粽子需求也很旺盛。
“经历疫情，人们对健康更加

重视，食品餐饮消费升级，更多消
费者习惯了网购。”智静说。

6月 1日至 21日，淘宝天猫平
台上粽子成交额同比增长 153%。
此外，糯米、粽子叶等食材成交额
同比大幅增长，还有“自热型”粽
子、“人造肉”粽子等新鲜品类涌
现。
各地文旅活动也精彩纷呈。上

海欢乐谷的“‘粽’享欢乐”活动现
场，传统的投壶活动吸引众多游客
参与；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星光夜场
回归。在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
上，游客边吃亲手做的绿豆糕边看
“唐仕女”带来的歌舞表演；大明宫
国家遗址公园里，人们穿唐装、点
雄黄、扎菱角，传统习俗与现代生
活融合。

传统民俗活动更在“云端”焕
发生机。在屈原故里湖北省秭归
县，有别于往年赛龙舟、割菖蒲、办
诗会等线下人头攒动的景象，
“2020年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云
上”揭幕。进入“屈原故里云上展

馆”页面，点开视频链接，观众仿佛
置身“屈原故里端午祭”大典现场。

祛病防疫袁战野疫冶有底气尧生
活很安心

西安市级非遗项目雁塔棉絮
画制作技艺传承人张宝兰在大唐
不夜城步行街一处展台向游客展
示如何制作香囊。“驱毒辟邪是端
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端午至、
五毒出’，因此人们佩戴香囊。”

她说，我国正处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阶段，人们注重祛病防疫，佩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间距、分餐进
食等新习惯，与端午传统习俗正相
呼应。

来自重庆的游客杜刚来到西
安饭庄享用美食。进店前扫码测
温、店面餐具严格消毒、用餐时使
用公筷公勺等疫情防控措施让他
非常放心。“精细的防疫举措让人
倍感战‘疫’有底气、生活很安心。”
杜刚说。

全国已有 10064 家 A 级旅游

景区恢复开放，各地旅游景区坚持
“限量、预约、错峰”，接待游客量不
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30%。在上海，
100 多处国家 A 级景区全面实施
门票预约机制，探索“预约旅游”常
态化。在湖北，文化旅游场馆有针
对性地制订恢复开放方案，例如湖
北省图书馆特别注意加强书籍管
理，归还和借出的书籍严格进行有
效消毒。

生产企业组织员工加班加点，
保障消费旺季的各类产品供应。在
杏花楼位于上海的蒸煮类食品生
产车间，员工们熟练地翻折粽子
叶，填充糯米、鲜肉等……

智静介绍说，疫情期间，车间
内减少了操作台数量，原先每两人
共用一张台面也变为一人一台，让
员工们保持足够的间隔距离。“今
年粽子市场需求明显提升，而车间
内同时作业的员工数量受限，工厂
因此提前制定计划启动了粽子生
产保障供应。”

随着湖北文旅市场复苏，酒
店用品、应季礼品成为汉口北“智
慧市场”端午假期前后重点推介
的交易品类，商户们经过测温、查
验健康码等严格流程，进入市场
忙碌着。

不过，成交大单并不一定需
要与客户面对面。市场工作人员周
悦介绍，自 3月 28日复市以来，汉
口北市场已先后帮扶商户组织了
500多场直播带货活动，鼓励商户
拓展网上直播渠道，探索“无接触
交易”，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有条
不紊推动复工复产。

野逆风冶前行袁高质量发展新动
能发力

上海市虹口区的一场夜市里，
七彩花米粽、菌菇等来自云南省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特色农产品
“闪亮登场”，这些产品已在多场
“消费扶贫”直播中热销。上海市民

刘多很喜欢花米粽，“既能丰富我
们的‘菜篮子’，又能充实当地百姓
的‘米袋子’，当然‘买买买’。”

文山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潘
正旺说，上海援滇工作着眼于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从在当地投资建
设灌溉沟渠、灌溉管网，夯实生产
性基础设施，到建设农特产品加工
厂、冷冻仓库，促进第二产业升级，
再到如今借直销、直播平台发展第
三产业，沪滇经济更进一步实现
“同频共振”。

“干部群众正齐心协力，当前
的难关一定能闯过。我们一定能打
赢脱贫攻坚战，携手奔向全面小
康。”他说。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共接待
国内游客 1727.6 万人次，实现国
内旅游收入 44.7 亿元。携程旅游
大数据联合实验室研究员彭亮分
析，携程平台端午订单较 5 月下
旬又有增长。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并未因疫情改变，凸显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庞大的市场需求
基础。

百姓喜闻乐见的在线新经济
对于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也起到
重要作用。端午前夕刚刚闭幕、首
次整体搬上“云端”的广交会云平
台吸引了来自 217 个国家和地区
的境外采购商注册观展，来源地分
布创历史纪录，云路演、云签约等
创新模式也为各国展商提供了便
利。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余典范分析，我
国在线新经济蓬勃发展，新基建赋
能千行百业，供需回暖相互促进，
经济新动能持续发力。尽管新冠肺
炎疫情给国际、国内经济带来一定
不确定性，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奋力划桨，中国经济的龙舟，一定
能奋勇向前、力争上游。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7日电)

线上线下消费升温 文旅活动迈上“云端”
要要要端午假期透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6月 25日袁陕西省安康市第 20届龙舟节在汉江上举行遥 这是参加龙舟赛队伍在安康市汉江上奋力划桨击水遥

6月 26日袁在津巴布韦哈拉雷袁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渊右二冤等出席捐赠仪式遥
津巴布韦中资企业商会 26日向津政府捐赠一批价值约 5.5万美元的防疫物资袁 以帮助该国应对新冠疫情遥

新华社发

中资企业向津巴布韦捐赠防疫物资

6月 26日袁 人们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的林肯纪念堂游览遥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 26
日更新的数据显示袁 过去 24小时全美

新增确诊病例 40588例袁 为 2个多月以
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最高纪录遥 美国副总
统彭斯表示袁近期新增病例年轻人居多袁
约半数为 35岁以下群体遥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日内瓦 6月 26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 26日宣布，未来 12
个月将需要 313亿美元用于开发和
交付新冠药物、检测工具及疫苗，包
括到 2021年底采购 20亿剂疫苗，
其中 10亿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

世卫组织当天更新了其领导
的“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
器”国际合作倡议的投资需求。世
卫组织称，该倡议将围绕诊断、疗
法、疫苗以及卫生系统和社区网络
连接这四个支柱展开，预计未来 12
个月所需投资将达 313亿美元，其
中 34亿美元已获认捐，剩余 279
亿美元资金缺口中有 137 亿美元
需求迫切。

此外，世卫组织计划到 2021
年中，向中低收入国家交付 5亿件
新冠检测工具和 2.45 亿个疗程的
治疗药物，并到 2021年底向全球
提供 20亿剂新冠疫苗，其中 10亿

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天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为控制新冠
疫情、拯救生命，需要以前所未有
的数量和速度提供有效的疫苗、诊
断工具及疗法；所有人都存在感染
新冠的风险，因此所有人都应获得
预防、发现和治疗新冠的工具，而
不仅仅只是那些负担得起的人。
“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

器”国际合作倡议于 4月启动，旨
在集合多个组织、公私部门等的联
合力量，以更快速度和更大规模开
展新冠相关的研发、生产等工作。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
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26日 10时（北
京时间 26日 16时），全球范围内，
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177012 例，达到 9473214 例；死亡
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5116例，达到
484249例。

世卫拟筹集 313亿美元应对新冠
包括采购 20亿剂疫苗

美国单日新增病例数超 4万

据新华社新德里 6月 27日电
印度卫生部 27 日最新数据显示，
过去 24小时印度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 18370 例，新增死亡病例 383
例。截至当地时间 27日 8时（北
京时间 10时 30分），印度全国累
计确诊 508953 例，累计死亡
15685例，累计治愈 295881例。

数据显示，印度目前是亚洲
地区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最多的国
家，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包括首都新
德里、金融中心孟买及其所在的马
哈拉施特拉邦、东南部港口城市金
奈及其所在的泰米尔纳德邦。这三

个地区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30万例，
占印度全国总病例数的 60%以上。
由于印度各地疫情发展情况不

同，专家认为不同地区疫情高峰到
来的时间也将不同。《印度斯坦时
报》27日援引全印医学科学研究所
主任古雷利亚的话说，新德里和孟
买等地未来几周内可能会达到峰
值。

据印度卫生部的数据，印度
每增加 10万个病例的用时不断缩
短，从 40万到 50万仅用时 6天，
大大短于首个 10 万病例的 109
天。

印度新冠确诊病例数破 50万

6月 26日袁 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一
处区域因新冠疫情被封闭遥

由于首都基加利连日来出现新增

病例袁 卢旺达地方政府部 25日宣布重
新在基加利部分地区实施野居家令冶袁为
期 15天遥 新华社发

卢旺达重新封闭首都部分地区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7 日电
商丘至合肥至杭州高铁合肥至湖州
段 （商合杭高铁合湖段），将于 6
月 28 日开通运营。该线经湖州站
与南京至杭州高铁接轨，通达杭
州，商合杭高铁实现全线贯通，河
南、安徽、浙江三省实现高铁“无
缝对接”。

商合杭高铁合湖段起自安徽省合
肥市肥东县，经马鞍山市含山县至芜湖
市、宣城市，到达浙江省湖州市，线路
全长 311公里，设计时速 350公里
（其中芜湖至宣城段时速250公里）。

据介绍，全线来看，商合杭高铁
一路衔接郑徐、合蚌、合福、合宁、
宁安、宁杭和去年 12月初刚通车的
郑阜等 7条既有高铁，合安、湖杭、
沪苏湖等 3条在建高铁和京港高铁
阜九段、阜淮、亳蚌、淮蚌、合新、
巢马、宁宣、宣绩等 8条规划高速
铁路和城际铁路，连接商丘、阜阳、
合肥、芜湖和杭州五个铁路枢纽，
是我国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建设
中衔接关系最为复杂的项目。通
过商合杭高铁，旅客可以融入更
为广阔的全国高铁网，更快到达
更多目的地。

商合杭高铁
即将全线贯通

6月 25日袁一场端午民俗文化集市活动在上海一商场举行遥 这是市民在端午
集市上玩投壶游戏遥

据新华社纽约 6 月 26 日电
美国微软公司 26日宣布，将永久
关闭其全球实体店铺，把零售业务
转移到线上。

受新冠疫情影响，微软自今年
3月起临时关闭所有实体店。微软在
全球约有 100家实体店，其中绝大
多数位于美国本土。实体店主要展
示和销售笔记本电脑等硬件产品。

微软当天发表声明说，公司将
采取新的零售策略，未来继续投资
于线上商店，每月在全球 190个市

场为超过 12亿顾客服务。公司还
将打造四家体验中心，利用分别位
于纽约、伦敦、悉尼以及微软总部
所在地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市的四
家实体店铺改造而成。

微软还表示，关闭实体店预计
将耗资 4.5亿美元，但公司不计划
裁员。

有行业人士指出，微软关闭实
体店也是由于其推出的 Surface 平
板电脑等产品在消费市场上反响
平平。

微软宣布将永久关闭实体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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