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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消费需求是指人们为改
善和提高自身素质而对文化教
育、科学技术、艺术欣赏等方面的
需要引发的消费需求。

活到老学到老，“新老人”学
习意愿非常强烈。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很多老年人的学习方式
由线下转到线上，开始线上购买
课程上网课、听音频。

哈尔滨老年人大学王老师介
绍，学校开设声乐、舞蹈、器乐、生
活保健、美术、书法等8个系，像试
唱乐理、京剧表演、中国古典舞、
太极拳、营养膳食、家庭医疗与护
理、中医按摩、数码摄影、硬笔书
法等特色课程深受学员欢迎。
2019年秋季学期开设127门课程、
790 个班次，在校学员 38435 人
次。2020年秋季则主要依托网络
直播软件开展网课教学，方便老
年学员安全居家学习。截至2020
年 10 月中旬，网课学习达 16977
人次。

每周两次去老年大学学习民
族舞蹈，这是梁怡非常喜欢的一
门课程。“每学期开学，网上约课
都需要抢。”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居
家期间，李微足足上了100多堂网
课，每天定时学习、记笔记提升自
己，这让身边很多年轻人也钦佩
不已。

线下线上
知识消费不迟疑 “新老人”陆续步入退休生活，时

间变得充裕起来，年轻时喜欢而没时
间没条件深入学习的兴趣爱好这时
都捡起来了，从学得好到玩得精，乐
此不疲。

快手直播练字、打卡练琴、抖音
号手绘大叔交流展示美术手绘作品、
录制直播课程、指导学生毕业设计、
参加文创旅游展会、去景区民宿设计
产品分享经验……孙先生退休后生
活犹如开挂，不但结合工作和爱好成
立了公司，还开发以自己名字命名的
系列文创产品。孙先生以哈尔滨的
老建筑系列为开端，陆续拓展到美

食、文化、景点景区，他用独特的方式
和视角展示哈尔滨之美，深受喜爱。

因为热爱，自媒体达人馨子姐姐
坚持网络摄影写作十几年，足迹踏遍
龙江大地的山山水水。她在十多个
自媒体平台开设账号，几千篇文章、4
亿多点击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
格。馨子姐姐背着沉重的设备，爬山
越岭，从早拍到晚，“对我来说，摄影
是生活，旅游也是生活。心态很年
轻，不相信自己60岁了。”

艾虹心底一直有着农耕田园的
梦想。提前退休后，艾虹索性在三环
边上找了一间废弃的厂房，清理出周

边空地，从种植瓜果蔬菜开始，终于
寻得食用玫瑰和食用百合新品种，大
面积种植起来。每年鲜花盛开的时
节，艾虹支起凉棚摆上桌子，亲朋好
友聚在一起畅饮畅谈，赏花食果，品
尝大地的收获。如今，她又琢磨起旅
游采摘和鲜花食品开发。

省社科院宋魁认为，中国已经进
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消费水平
随着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也越来越
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老年人群
体的消费特点加快从生存型转向乐
享型，市场也要加快满足老年人的消
费需求。

硬核爱好催生硬核消费热情

□本报记者 王颖

“刚刚刷到一组5枚装牛年纪念币，总算买到了。”中学教师井娜正和闺蜜视频交流网上扫货的成果。
随着60后正式进入60+时代，因其有闲有体力还有一定经济实力而被誉为“新老人”。他们一改传统老年人节省储蓄

的观念，从消费理念到消费方式都有了全新改变，进而催生了更高品质的银发消费市场，其中精神消费更成为值得市场研
究的“新老人”消费增长点。

旅游摄影练瑜伽 直播充电泡温泉

““新老人新老人””
催生高品质银发市场催生高品质银发市场

“我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散步遛
弯儿、逛公园上夜市、周边游、泡温
泉，充分享受这里的气候、阳光和植
被。”西双版纳的绿树浓荫中，花女士
向亲朋好友这样描述她丰富多彩的
退休生活。

花女士退休前是一家上市公司
高管，工作压力很大。退休后她考察
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后把养老之
地选在了西双版纳。

“现在我最关心的就是健康。健康
不是第一，而是唯一。尤其发生新冠肺
炎疫情后，养生保健意识越来越强。”

“现在的老年人都很想得开，该
花的花。最大的开销就是买药和保
健品。”佳木斯人孙博在三亚海棠湾

经营老年康养度假公寓 10年了。他
介绍，经济水平决定消费能力，来他
们公寓的老人层次高见识广，经常出
门旅游。孙博的老年公寓有 200 间
客房共计 400个床位，包吃住两个客
人每月消费大约五六千元。孙博经
营的老年公寓价格中档，服务专业，
在当地颇有名气。

宋魁分析，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
消费观念的变革，“新老人”节俭不铺
张浪费，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在当
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发展格局下，研究“银发”市场
的新变化，满足其精神层面的新需
求，对进一步扩大内需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抱团养老首选养生需求

本报讯（记者王颖）注册企业2340家、
专家181人、服务机构144家，精准推送涉
企政策380多条，提供金融、法律、财税、就
业等服务51700多次。记者从省工商联获
悉，黑龙江省民营经济服务平台通过产业
链供应链供需对接系统，已成功实现合作
对接签约7.48亿元。

2020年，省工商联结合自身工作特点
和我省民营企业发展需求，聚焦解决民营

企业政策获取不及时、供需衔接不顺畅、
服务咨询不便捷、业务查办不系统等问
题，运用系统思维和数字化技术，全力打
造黑龙江省民营经济服务平台暨网上工
商联（黑龙江），并持续拓展优化服务功
能，设置金融、法律、财税服务和民企诉求
等版块，构建直达民营企业的“信息高速
路”。就业服务版块为企业解决用工需求
提供渠道，消费扶贫版块为企业采购扶贫

产品提供便利，龙商之家版块全面展示龙
江商会信息，推介龙江优秀企业及企业
家。

通过线上精准对接、线下精准服务，
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环境，增强产业链
韧性和竞争力，为我省民营企业提供“信
得过、找得到、用得上”的综合性服务平
台。

日前，省工商联推选的“打造‘云端+

线下’联动服务平台 助力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项目荣获省政协评定的2020年度

“政协工作创新奖”一等奖。此次“政协工
作创新奖”是对在广泛凝聚共识、增强建
言质效、强化系统联系指导、解决基层“两
个薄弱”和服务经济发展等方面，涌现出
的一批实践效果好、示范作用强的创新成
果予以表彰。省工商联连续三年获得此
奖项一等奖。

省工商联 搭平台线上服务民营经济 本报18日讯（马淑芬 记者任志
勇 王宗华）18日，双鸭山市宝清县通
过视频连线方式举行了 2021春季招
商项目“云签约”仪式，共签约11个项
目，签约总额达50多亿元，实现了招
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开门红”。

本 次“ 云 签 约 ”的 项 目 有
100MW风电项目、200MW“农光互
补”式发电项目、祖代种猪场建设项
目、年产 23万吨饲料厂项目、年产 4
万吨高效钾肥项目、年产 15万吨成
品铸铁件项目、汉麻仁油和汉麻蛋白

粉及秸秆深加工项目、万亩紫苏子示
范种植及精深加工项目、生态农业产
业园项目、宝清县国电风电项目、宝
清国电光伏项目，这些项目的落地将
为宝清县支柱产业建链、延链、补链、
强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十三五”期间，宝清县吸引了一
大批优质企业入驻落户或追加投资，
重点打造了宝清煤电化（材）产业园
区和农副产品深加工园区，形成了以

“煤头电尾”“煤头化尾”“农头工尾”
“粮头食尾”为特征的多个产业链条。

宝清

签约11个项目总额50亿元

坚持瑜伽训练。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候鸟”旅居生活。

夕阳之美。

摄影采风。

本报讯（骞壮 记者付宇）2020
年，哈尔滨海关高压打击走私违法犯
罪活动，深入开展“国门利剑 2020”
专项行动，重点查办一批走私濒危物
种及其制品、贵重金属、涉税商品及
非法出口医疗物资等案件。全年共
立案侦办走私犯罪案件 33起，同比
增长 3.1%；案值 44.2亿元，同比增长
39.6倍。全年共立案办理行政案件
127起，案值1.4亿元。

打击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野生

动物及其产品走私活动中，哈尔滨海关
立案侦办走私濒危物种及其制品案件5
起，案值总计约1863.2万元。在中俄边
境口岸开展“绿剑”专项行动，创新开展

“驻点工作模式”，加强与公安、林业、邮
政等单位和海关监管现场的联系配合，
共同研判走私手法、特征等，狠抓重点
口岸、重点人群和重点环节，构筑打私
立体防线。精准打击非法出口医疗物
资，截至2020年底，共查获防疫物资案
件7起，案值2874.4万元人民币。

哈尔滨海关

去年侦办走私犯罪案值44.2亿

□本报记者 董云平

在白雪的映衬下，哈尔滨市一
曼街上的东北抗联博物馆，一栋白
色建筑显得越发庄重。

步入其间，穿行于“雪山”“密
营”中，“抗战十四年——东北抗日
联军历史陈列”，以冰与火、血和
泪，荣辱与悲壮、国难和尊严、责任
与担当的磅礴气势，将人带入到抗
战十四年悲壮的历史画卷之中。

一件件珍贵文物，诉说着东北
抗联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
党史研究一处副处长曲晓溪回忆
道，2017年，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
发出了《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
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
的函》。这封函件正文虽然只有
134个字，却意义非凡。文件将中
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八年改为十
四年，这意味着东北抗战的历史得
到了充分肯定。6个年头的变化，
渗透了无数东北抗联战士的鲜血，
凝结了无数人为传承和弘扬东北
抗联精神付出的艰苦努力。

东北抗联精神，产生于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是东北抗日联军在十
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过程中铸就
的伟大精神。由中国共产党直接
创建和领导、东北各族人民组织起
来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
鼎盛时期 3万余人，建制 11个军，
其中有 9个半军诞生和战斗在黑
龙江境内。

抗日战争时期，黑龙江涌现出
了赵尚志、赵一曼、八女投江、小孤
山十二烈士等抗日英雄和抗日英
雄群体。他们是东北抗日联军的
杰出代表。

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恶劣的
环境下，与日伪军坚持了长达十四
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胜利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
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永远铭记在我
们的记忆中。东北抗联精神的历
史价值和影响力穿越时间隧道，与
中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始终闪耀
着不朽的时代光芒。

走入陈列馆，仿佛回到了历史
的深处，回到东北抗战的硝烟岁
月，仿佛再一次倾听英雄的心跳和
枪林弹雨的呼啸。英雄的精神在
这里熠熠闪光。

曲晓溪说，东北抗联创造了诸
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第一，部

队是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孤悬敌
后的环境下进行抗日斗争的。面
对凶残的敌人，每个人的精神和意
志都受到严峻的考验，每一天都有
流血牺牲，但东北抗联的顽强抵抗
一刻也没有停歇。

第二，东北抗联这个英雄群体
人数最多时有3万余人，最少时仅
有千余人，在艰苦卓绝的东北战场
上，他们从不缺乏为民族解放事业
献身的勇气。到 1945年 8月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仅师级以上指挥员
就牺牲 100余人，其中军级 30余
人。

第三，东北抗联斗争的极端艰
苦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它
与红军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一同
被誉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三大艰
苦”。抗战胜利后，著名记者穆青
就曾写到：“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亲
身经历了无数苦难。在晋西北吃
过黑豆糠米，在冀中钻过地道。但
是，比起东北抗联遇到的困难，实
在是算不了什么。我也读过中外
战争史，看到过不少反法西斯斗争
的英雄事迹的报道。但是，论其战
争的残酷性、艰巨性，没有一支是
超过东北抗联的。”

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刘强敏
说，东北抗联博物馆自2015年8月
1日开放，至今已接待观众 210万
人次。东北抗联博物馆现已成为
国内规模最大的东北抗联历史展
示平台、东北抗联精神宣传窗口、
东北抗联文化教育阵地、东北抗联
文物资源宝库和东北抗联史料研
究中心。

弘扬红色文化，最突出的就是
要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东北抗联
博物馆是宣传红色文化旅游的重
要载体，是研究、诠释、宣传东北抗
联精神的重要平台。2004年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2004—2010 年全国红色旅游
发展规划纲要》中公布第一批全国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东北抗联
博物馆位列其中。

黑土染碧血，精神千古传。无
论时间如何流逝，岁月如何变迁，
东北抗联精神都是中国人民宝贵
的精神财富。继承和弘扬东北抗
联精神，以实际行动告慰长眠在黑
土地上的无数革命先烈，龙江人正
在以此为艰苦奋斗、干事创业的强
大精神动力，为谱写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龙江篇章，为实现
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而努力
奋斗。

东北抗日联军

黑土染碧血 精神千古传

馆内主题雕塑“勇赴国难”。
曹阳 本报记者 董云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