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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龙二号”
完成新年首潜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 中国大洋 49 航
次科考队近日顺利将 4500 米级无人无缆潜水
器
“潜龙二号”布放入水，在西南印度洋我国多
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区完成 2018 年首次下
潜，获得了大量精细地形地貌数据和多种传感
器探测数据。
“潜龙二号”在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区
“玉皇”热液区进行的这次探测作业，是“潜龙
二号”在大洋 49 航次的首次下潜，也是其第
40 次下潜。
据大洋 49 航次第二航段首席科学家陶春
辉介绍，
“潜龙二号”此次下潜，在近海底工作
30 小时，航程约 70 千米，最大潜深 2920 米，
在地形起伏 1800 多米的区域内，获得了大量
的精细地形地貌数据和多种传感器探测数据。
“潜龙二号”研制课题组组长李波告诉记
者，
“潜龙二号”在“玉皇”热液区下潜，目的是
获得区内高精度地形地貌数据、水体探测数据
以及磁力数据，为后期的钻探工作布置提供依
据，同时希望根据水体及磁力异常信息，进一
步拓展热液区的范围。
我国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的西南印度
洋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探合同，目前已到执行
的 关 键 阶 段 。 合 同 规 定 在 2019 年 需 完 成
50%的区域放弃，即至少放弃申请到的 1 万平
方公里矿区中的 50%。本航次“潜龙二号”将
围绕此目标开展调查，为合同区的多金属硫化
物资源评价奠定基础。

俄罗斯成功试射
新型反导导弹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2 月 12 日电 俄罗
斯国防部机关报《红星报》12 日报道，俄罗斯
防空反导部队日前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成功试
射新型反导导弹。
报道援引俄防空反导部队副司令安德烈·
普里霍季科的话说，俄防空反导部队所属分队
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一靶场进行新型反导导弹
试射，导弹在指定时间内精确击中预定目标，
成功完成既定任务。
普里霍季科说，该型反导导弹可以对敌方
单一导弹、集群导弹进行反制，还可以对敌方
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反制。
防空反导部队是俄空天军所属的一支重
要力量，主要负责保护莫斯科免受来自敌方天
空和太空的打击，并在俄早期预警雷达系统和
航天器监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2 月 11 日晚，
济南趵突泉迎春花灯会举行开灯仪式，景区花灯点亮，
流光溢彩。

新华社发

新经济兴起改变你我春节
“舌尖记忆”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此刻
小年刚过，北京十里堡盒马
感，
治愈这一年所有不快。
的你是否正在为张罗年夜饭而
鲜生人头攒动，几千元不等的
五花肉剁碎，撒上食盐、花
忙碌？春节年年过，味道总不 “包桌回家年夜饭”受到消费者
椒 ，将 肉 馅 灌 进 肠 衣 ，风 干 蒸
同。随着新经济兴起，年夜饭也
追捧。阿里巴巴发布的《2018 熟。从厨房飘出香味的那一刻，
多了不少新“滋味”。一年中最
年中国年货消费报告》显示，半
四川大凉山小伙叶鹏的“新年”
重要的一顿饭，我们盼了一整
成品年夜饭颇受消费者青睐，年
就开始了。
年，它不仅为我们留下“舌尖记
夜饭礼盒在年货节期间成交人
工作原因很少回家过年的
忆”和对未来的期许，更印刻出
数增幅达 217%。
他，每年年关都要在宿舍做这道
经济新脉络和时代新标签。年
除了更高品质的食材，人们
菜。不久前，从网上淘到家乡的
夜饭“吃”出哪些新变迁？新华
还要更贴心的服务，
“厨师到家” 花椒和作料，
“ 一闻眼泪就下来
社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
模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了，
这就是
‘妈妈的味道’。”
“爱大厨”等几款预约厨师
因为互联网和电商的普及，
模式更多品质更高
的软件上，名厨档期基本约满。 我们不再需要穿越大半个中国
几平方米的厨房里，兄弟妯 “相比到饭店拥挤地吃饭，厨师
去寻找记忆中的味蕾，点点鼠
娌话着家常做着拿手菜，是很多
上门更方便和安心。”在青岛一
标，
“妈妈的味道”
就来到身边。
人对年的记忆。一度，越来越多
家科研机构工作的孙开明说。
数据显示，2018 年天猫年
的人选择在外聚餐，不少“老字
从“ 腊月忙 ”，到酒店年 夜
货节中，腊肉、土鸡蛋、香肠等土
号”
的年夜饭一桌难求。
饭，再到网上预定半成品菜肴或
特产成为抢手年夜饭食材。外
随着互联网和物流业的发
大厨上门，年夜饭的方式越来越
卖软件上特色餐饮的占比越来
展，如今，回家吃年夜饭成为越
多元。
“变的是地点和方式，不变
越多，西安凉皮、常德米粉、开封
来越多人的选择。而这一次，跟
的是对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中华
烩面，
动动手指就来到你面前。
着我们回家的，不仅有现成的美
年俗的传承。”山东大学教授王
寻“味”之旅，也因食品工业
味，
还有高品质的服务。
忠武说。
制造的创新变得简单。得益于
“我今年网购了一份 800 多
大数据供配、馅料调制工艺和面
“妈妈的味道”不再遥远
元的年夜饭套餐，有 12 个菜，只
粉水配比创新，加之标准化生产
要解冻加热就能吃，非常方便。”
对很多人来讲，年的味道就
体系，小恒水饺让不少人找到
江苏姑娘邓佳琪说，
“这样比去酒
是餐桌上妈妈做的那几道菜。 “妈妈的味道”。小恒水饺创始
店吃更实惠，
在家吃，
更有年味。
” 吃上一口，总给我们满满幸福
人李恒说，腊月起订单就大幅上

升，进入小年销量更是倍增，很
多消费者甚至将水饺作为走亲
访友的
“年味礼包”
。
“有一种幸福就是不论身在
何处，随时可以吃到‘妈妈的味
道’。”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
高延敏说，智能化生产、标准体
系的完善和精细程度提升让机
器制造拥有“人情味”。随着食
品工业制造能力提升，越来越多
的食品媲美人工。

顿顿都是年夜饭
小年刚过，37 岁的何女士
就开始采买年货，收拾行李，准
备从广州搭乘高铁回重庆过
年。因工作原因，她每年除夕才
能离开，路上要一天多，到家就
是新年了。
“ 如今睡一会儿就到
家了，
还能赶上年夜饭。
”
更加便捷的返乡路增加了年
夜饭
“人气”
。1月25日渝贵铁路
开通后，从广州到重庆仅需 7 小
时，
到成都也只需要 10 小时。一
大批奋斗在粤港澳的渝、川籍劳
动者得以便捷和舒适地返乡，感
受年夜饭的幸福与温暖。
年夜饭的时间也在悄然变

化。
“80 后”和“90 后”是独生子
女“主力军”，他们的年夜饭只能
选择在一方父母家中吃。为此，
不少小夫妻中午在一方父母家
吃年夜饭，晚上去另一方父母
家。广州部分餐饮企业负责人
表示，预订除夕中午年夜饭的消
费者越来越多。
“我家在威海，亲家在日照，
小两口当天跑来不及，有时候初
一、初二才回来。孩子们啥时候
回来啥时候是年夜饭。”今年 65
岁的李岳福说。
不少人将吃年夜饭的地方
从家里转到酒店，甚至转到国
外，享受异国风味年夜饭。中国
旅游研究院、携程旅游联合发布
的相关报告显示，预计 2018 年
春节长假出境游人次将达到
650 万，
规模为历史之最。
王忠武说，年夜饭的意义从
过去物质生活的一次极大丰富
变成家人一年最重要的团聚。随
着信息化、
线上社交与购物、
智能
化生产的发展，大家随时随地都
能与家人“相见”，
“家乡味”触手
可及。生活品质越来越高，顿顿
都可以是年夜饭。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