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春节，有红包才够
年味。近几年，盯着手机刷红包也

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新年俗”。临近鼠年春节，各大
互联网平台纷纷展开新一年的“红包大战”。扫福、玩游戏、

集卡、点赞、拍视频……各种玩法层出不穷，商家纷纷补贴重金，来抢
夺春节带来的爆发式流量。
家住新华里的赵先生在猪年春节期间就刷到了共计800多元的红包，这也让他

更期待鼠年春节有更多的红包玩法，与朋友、同事互动起来交流心得。那么，2020年春
节红包活动有什么新特点，哪些窍门更容易刷到大红包呢？下面就为用户盘点2020年抢红包全攻略。

时报记者 单毅 摄影记者 贾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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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故宫年夜饭每桌6688元上了热搜。网友表示，其

实也不贵啊，但皇帝的年夜饭到底吃啥呢？到了过年，皇帝

免不了会赐宴近臣，那么席间吃什么呢？怎么吃呢？

这些问题，小编一一为您解惑。具体内容快来6版看

看吧！

紫禁城年夜饭咋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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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一周

1 月 11 日晚，美国斯坦顿岛温港

植物园举办第二届冬季中国彩灯节。

当晚，中国彩灯节现场游人如织，游客

在京剧脸谱、中国牌楼、十二生肖、时

空隧道等热门景点前排起长队，争相

与中国元素浓郁的主题彩灯合影留

念。不少游客在解说牌前长时间驻

足，认真阅读介绍，了解彩灯背后的中

国文化。主舞台上，舞蹈、杂技、茶艺、

变脸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轮番上

演，引来阵阵掌声。 《中国文化报》

点 赞
中国彩灯点亮纽约冬夜

北京宣武医院贾建平教授团队近

日在《阿尔茨海默病和老年痴呆症》杂

志在线发表一项研究。该研究对理解

中国人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机制产生

重要影响，也对国人阿尔茨海默病遗

传干预和基因治疗提供了思路和平

台，有望从编辑方面入手，逆转基因缺

陷，为最终治愈阿尔茨海默病找到新

突破点。 《科技日报》

惊 叹
新研究发现中国家族性
阿尔茨海默病遗传规律

关 注
“天津通票”春节前上线
二维码畅游天津多景区

记者从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获

悉，鼠年春节长假前夕，本市与携程集

团共同面向全球旅游市场发布天津通

票。目前提供 5 种套餐，价格范围从

135元到495元不等。套餐激活后，可

在1、2、3日有效期内，凭借一个“二维

码”畅游套餐内包含的景点，无需再排

队换票，十分方便。 记者 单毅

从去年 10 月以来，滨海新区连

续组织开展 9 次大规模联合执法行

动，累计出动执法力量 730 余人次，

动用拖船 42 艘次、大型工程设备 51

台次；取缔、拆除非法小码头（临时靠

泊点）15 处，扣押“三无”船只与快艇

236 艘，其中拆解 20 艘；责令限期拆

除“水上餐厅”1 处，刑拘 3 人，网上

追逃 1 人，对 6 名违法违规人员进行

了训诫；清理拆除违章建筑 260 余

处、8400 平方米，收缴非法渔具 3800

多具。 《法治日报》

滨海新区源头治理海上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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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全区范围内将全

面推行企业经营范围自主申报。这是

继企业名称自主申报、企业登记全程

电子化和企业电子营业执照试点应用

在滨海新区落地实施后的又一次创新

举措。升级改造后的系统根据国务院

和本市“证照分离”改革事项清单，并

对一般经营项目和许可经营项目进行

了区分标注；同时优化了经营范围申

报登记的方式和内容。

《中国消费者报》

滨海新区
推行企业经营范围自主申报

2020年1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传来好消

息，2019 年度，我市单位参与完成的

17 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其

中，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天

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等新区单

位参与完成的成果纷纷获奖，成为我

市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领军者”。

人民网

科技创新
支撑起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

鼠年春节红包大战打响
指尖上的新年俗这样玩

如今，有了大数据的赋能，春节出行“路程堵不堵”、“景

点人多不多”不再像过去一样看运气，而是可以提前预知。

另一方面，如果宅在家中，哪种新服务最适合过年期间的生

活呢？针对市民关心的春节出行，记者梳理了一些大数据预

测与新服务措施。具体情况详见7版。

春节出行记得看大春节出行记得看大数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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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
““发财中国年发财中国年””共有共有55大玩法大玩法

抖音方面日前宣布，“发财中国年”

春节红包活动已经启动。1月14日至1

月31日期间，用户完成集卡、红包雨、玩

游戏等活动，即可参与分享 20 亿元红

包，并有机会抽取万元锦鲤红包。

据了解，今年的“发财中国年”共有

5 大玩法。一是集卡，集卡分为两个阶

段，首先是集金卡，集齐“发财中国年”五

字即可参与平分3亿红包；其次是集钻

卡，集齐“抖音”“今日头条”“西瓜视频”

“Faceu 激萌”“轻颜相机”和“皮皮虾”6

款产品logo即可参与平分2亿红包。二

是红包大会，用户可以体验包括“吉祥话

拜年”“舞狮吃彩球”“亲戚走起来”等在

内十多款春节主题的互动小游戏，抽取

现金红包，分5亿。三是5亿红包雨，用

户在 1 月 17 日至 1 月 25 日指定活动时

间，进入活动界面可以参与领取。四是

1 万个万元锦鲤红包，用户完成集卡或

红包大会等活动，即有机会参与抽取。

此外，还有登录见面礼、邀请好友拆红包

等经典玩法。

相比于 2019 年，今年的“发财中国

年”活动有两点显著变化：一是红包总金

额翻了一倍，从10亿元增加至20亿元；

二是更多字节跳动旗下产品接入活动，

包括抖音、今日头条、今日头条极速版、

西瓜视频、抖音火山版、Faceu激萌、轻颜

相机和皮皮虾共8款产品。抖音方面表

示，如果活动难度不变，在活动红包总金

额翻番的情况下，今年参与“发财中国

年”的用户，将有机会分到更多的红包。

腾讯：
视频红包拜年视频红包拜年，，QQQQ答题抢荷包答题抢荷包

记者了解到，今年腾讯的春节红包

玩法主要为微视与QQ红包。从腾讯微

视公布的 2020 年春节红包活动方案来

看，在去年的基础上，微视升级视频红包

玩法。从小年到元宵节，微视将联合新

华社、人民网等权威媒体，邓伦、迪丽热

巴、《囧妈》导演/主演徐峥、TFBOYS、肖

战、杨超越、杨幂、易烊千玺等百余位明

星，OPPO、可口可乐、中国联通、长安欧

尚、碧桂园等品牌，推出个人视频红包、

明星红包雨、集家乡卡等多重玩法。春

节期间，用户将微视更新到最新版本后，

不仅可以每天在微视刷视频领取红包，

还可以用微视在微信、QQ里给好友发

视频红包送祝福，让春节更有年味。

据微视团队负责人介绍，今年，腾讯

微视希望能够进一步普及视频红包玩

法；同时借助这一新形式，增强用户与好

友间的亲密互动与情感，让用户深刻地

体会到春节背后的情感内涵，提升人情

味。在春节期间，微视视频红包还为用

户准备了三大类近 100 种玩法，全方位

满足不同场景下各类用户的需求，例如

新年炮竹、“3D 财神爷来也”、“我想开

了”。其中的智能AI春联，就对藏头春

联创作又进行了一次全方面的技术升

级，通过腾讯AI Lab自研的文本生成算

法使得生成的春联读起来更加自然顺

畅，更接地气的同时也能体现满满新春

情怀。

腾讯QQ团队最新公布的春节红包

玩法为答题抢荷包。小年、除夕、初一三

天在手Q上线，（1月17日、1月24日、1

月25日），包括现金红包、游戏皮肤、优

惠券等。

据悉，用户点击手机QQ消息窗口

的右上角吊坠，或者下拉小程序入口，从

顶部广告图进入活动，点进来就能开始

答题。题目一共15道，以成语、对联等

形式出现，其中空缺的字需要鹅粉从飘

落的字里选择。答题结束后，只要不是

零分，就可以点击“立即领取奖励”开

奖。QQ团队表示，除了神秘红包，还有

新年开运词，邓伦、迪丽热巴、郭麒麟、鹿

晗、刘昊然、TFBOYS、王一博、吴亦凡等

明星将送出新春祝福。

快手：
除夕当晚发放除夕当晚发放1010亿元现金红包亿元现金红包

2020年，快手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春节联欢晚会》独家互动合作伙伴，

从1月24日晚8点到次日凌晨，快手将

发放创春晚红包互动历史新高的 10 亿

元现金红包，其中包括221万个“锦鲤红

包”，金额从66.6元至2020元不等，除了

看视频抢红包，快手还准备了海量快币

和优惠券福袋。

有别于往年以图文为主的红包互动

形式，今年快手将带来边看视频为家乡、

为祖国点赞，边抢红包的新体验。所有

人只需提前下载快手 APP 并更新至最

新版本，在观看春晚时等候主持人发出

抢红包的信号。

据了解，首轮抢红包的主题是明星

拜年，红包金额3亿元，其中包括100万

个66.6元锦鲤红包。只需要点击转盘下

方的按钮，随机抽出一位明星，收到他们

发来的拜年视频。第二轮点赞家乡情，

将发出 2 亿元现金，其中包括 100 万个

88.8元锦鲤红包。这一轮会根据用户授

权的位置信息，推送所在省份的家乡视

频。第三轮点赞幸福年发放2亿元现金，

其中有10万个666元红包。第四轮点赞

家国梦准备了2亿元，将产生10万幸运

儿收获888元红包。零点过后的第五轮

为点赞新春祝福，这是春晚第一次发放

第五轮红包，会随机看到快手用户的拜

年视频。这最后一轮的1亿元现金红包

中，将出现1万个春晚期间最幸运的人，

每人可以获得2020元红包。

百度：
““好运中国年好运中国年””启动启动，，55亿现金红包亿现金红包

1 月 15 日，百度正式宣布启动“好

运中国年”活动，从 15 日 0：00 到 24 日

24：00，用户可以通过“集好运”和“团圆

红包”两大玩法瓜分今年的5亿元现金

红包。在红包之外，百度还为用户提供

了 上 万 个 限 量 版“ 金 鼠 ”以 及 华 为

Mate30Pro、戴森 V8 吸尘器、小米扫地

机器人、小度智能音箱 Play、百度网盘

会员等奖品。

顾名思义，“集好运”活动需要用户

集齐10种好运卡，即可参与瓜分2亿现

金红包。据悉，10 种好运卡中包含有

“团圆运”、“健康运”等7种普通卡和“享

瘦运”、“招财运”等3种稀有卡。另外，

成功邀请新用户参加则可立即获得一张

稀有卡。同时，百度还极大丰富了用户

获得好运卡的方式，目前，包括 APP 签

到、做任务、分享给好友、APP 相机拍

“鱼”的照片并上传等途径均有机会获得

好运卡。更诱人的是，前8888名集齐10

种好运卡的用户，将赢得由百度提供的

限量“金鼠”一个。

而与“拼好运赢 2020 元”活动同时

间进行的，是可以瓜分3亿现金的“团圆

红包”玩法。用户只需组队即可参与瓜

分红包，队伍规模越大，红包额度越大，

每日都有一次瓜分奖金池的机会。同

时，当组队人数达到一定数值时，队伍

成员还会获得华为 Mate30Pro、戴森 V8

吸尘器、小米扫地机器人、限量版“金

鼠”、小度智能音箱 Play、百度网盘会员

等奖品。

据了解，除了可以与亲朋好友组队，

百度今年还邀请了众多国内外明星和名

人参与到“好运中国年”的活动中，方便

用户与自己的爱豆并肩作战，幸运粉丝

更是能在直播中和自己的偶像交流互

动。目前，包括王晨艺、李晨、许魏洲、孙

艺洲、谭松韵等明星均已确定参加活动，

其他明星也在陆续加入中。

支付宝：
八种玩法拼手气八种玩法拼手气
集五福集五福

1 月 13 日，支

付宝集五福活动正式上线，将一直持续

到 1 月 24 日（除夕）。除了延续以往的

AR扫福字、蚂蚁森林浇水等集五福外，

今年共推出八种玩法拼手气来获得合

计5亿元的红包。此外，今年支付宝还

带来了全家福卡、福满全球等系列全新

活动。

据了解，去年五福一上线，有机会开

出“帮还全年花呗”大奖的“花花卡”就成

为最受欢迎的福卡，今年的“全家福卡”

是在“花花卡”基础上升级而来。支付宝

五福产品经理冠华表示，今年新增了全

家福卡，拥有此卡即可有机会抽取“帮还

全家花呗”大奖，最高 48888 元。此外，

今年支付宝新春集五福还新增了“福满

全球”活动，届时支付宝将和全球生态伙

伴依次点亮全球九大地标。

“我们发现，帮爸妈集福，成了越来

越多年轻人早点回家的理由。和家人一

起扫福、互相沾福，成了亲友们互动的新

乐趣。所以今年五福的主题就叫全家

福。”冠华介绍，让更多家庭感受到集福

带来的好运，成为了他心中的小执念。

“福文化的内核就是家，五年前我们做五

福的初衷，就是想通过这样的形式，唤起

大家对家和团圆更深的情感。”冠华说。

数据显示，自2016年支付宝上线迎五福

抢红包活动以来，参与人数逐年上升。

2016 年有 2 亿人争抢敬业福；2017 年 3

亿人参与AR扫福；2018年3.6亿人参与

种树养小鸡；2019 年超 4.5 亿人参与花

花卡和沾沾卡活动。冠华透露，过去四

年中，超过100亿福字被扫，其中深圳、

杭州、苏州是扫福最积极的三座城市，上

海、北京、广州是全球送福最多的三座城

市，而东京、曼谷、新加坡是国外参与最

热情的三个城市。

鼠年的红包大战已经打响，到底是

BAT 统治战场，还是新玩家打擂成功，

选择权就在我们每一个用户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