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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柳青青

高档海鲜、休闲旅游、亲友聚餐……这个
春节，湖南人的消费方式越来越多元。

省商务厅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春节黄金
周期间，全省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近33
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10.8%。各地生活
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总体平
稳。

狗元素金银首饰备受追捧
健康饮食观念带动鲜活优质进口产品、

地方特产、时令水果等商品热销。
民俗商品、家电数码、金银首饰等商品持

续旺销。狗元素金银首饰备受追捧，据娄底市
商务局统计， 节日期间黄金首饰的销售额大
幅上涨，同比增加20%以上。

节日消费和走亲访友少不了名烟、 名酒
和保健品，各地商务部门统计，芙蓉王、和天
下，五粮液、剑南春、茅台等高档名烟名酒节
日期间销量上涨。

团圆家宴、 亲朋聚餐成为春
节餐饮市场主角

团圆家宴、 亲朋聚餐成为春节餐饮市场
主角，凝聚亲情的年夜饭预订火爆。

万事如意宴、 五福临门宴、 八方来财宴
……春节期间， 长沙望城千龙湖生态旅游度
假区推出“订年饭闹新春”活动，各种团年宴
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

湘潭餐饮企业主打“惠民”，推出“时尚团
圆饭”“新春大众宴”等特色服务，年夜饭平均
价格在800元至2000元左右。

岳阳传统酒店南湖宾馆、 国贸邦臣酒
店、 岳阳大酒店等大年三十的包厢全部订
满，客房入住率均达到了95%左右；金阳明
酒店、井水饭店、食尚坊及各类口碑餐饮店
一桌难求。 南湖宾馆实现餐饮和客房销售
额共计 71.8万元， 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9.7%。

据统计，春节黄金周期间，娄底、株洲、湘
潭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3.6%、22.8%和14.9%。

看戏、逛庙会、上图书馆、参观
博物馆……“文化大餐”丰富多彩

除了美食与年货， 湖南人还享受了丰富
多彩的“文化大餐”。

2月18日和19日， 在长沙湘京苑剧场，省
京剧保护传承中心为广大市民呈现了精彩的
迎新春综艺晚会。

京剧、儿童剧、花鼓戏、杂技、皮影戏……
2018年“雅韵三湘·多彩节日”带来一大波春
节演出。省图书馆、省博物馆、省文化馆等也
推出系列展览、教育讲座、趣味竞赛等文化活
动，让群众过一个“有文化味”的新春佳节。仅
正月初四当天，省博物馆参观人数超过15000
人次，长沙博物馆参观人数超过4000人次，长
沙博物馆博乐园“小小文物修复师”亲子活动
吸引了不少家庭参与。

各地还组织新春书香送福、 喜乐灯谜会
及民间艺术展演等诸多形式的文化活动，把

“文化福利”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李长安

一转眼 ，对大多数人来说 ，欢乐祥
和的新春佳节假期已经“清零”，热闹了
几天的老家渐渐安静下来。纵有百般不
舍，但对于绝大部分上班族 ，尤其是机
关职员来说 ，又得切换 “假日模式 ”，按
下节后的“奋斗键”。

把“乡味”装在行囊中，再累也是一
种快乐。腊肠、腊肉、辣酱，花生、干果、茶
叶……走之前，父母总会尽可能多给我
们装一些“家乡的味道”，尽管有的人已
在外生活多年 ，可在父母眼里 ，我们永
远是个 “长不大的孩子”。“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在这个物流飞速发展的
社会，尽管“兜里有钱花，走遍天下都不
怕”，但“妈妈菜的味道”却千金难买。那
就不要怕东西多了麻烦，让老人家尽情
地装吧 ，带着慈父慈母的祝福 ，在外面
好好生活。

“阳和启蛰，品物皆春。”这些天，电
视里 、网络上 ，不断有返城途中遇堵的
消息传来。很多人总希望与家人团聚的
时间多一点 、再多一点 ，又想着抢在假

期结束前赶回单位，不耽搁上班。毕竟，
工作与家庭，两头都是不舍，两端一样的
牵挂。

这个春节回家，无论是同学聚会，还
是走亲访友、郊游，我们耳闻目睹家乡越
来越漂亮，人们生活越来越富裕，政通人
和、风清气正扑面而来。过往可恋，未来
可期， 那就让我们为了再次相逢时满载
而归，使出洪荒之力加油干。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奋斗是需要年
复一年持续不断的。既为梦想奋斗，就意
味着艰辛，就注定会有付出。未来的日子
里，工作中可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但怀
揣家人的殷切期盼， 带着亲朋好友的良
好祝愿，昂首挺胸直面问题，迎难而上，
就没有“开不出的路，架不好的桥”；这一
年，生活上可能会遭遇一点不如意，但只
要不忘根植内心深处的梦想， 就一定会
“苦中有乐”。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
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不驰于空
想，不骛于虚声，踏踏实实做好手上的工
作，一年的时光轮回，就会给我们带来一
份不薄的收获。

� � � �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 )春节长假今日收官，从22
日零时起全省高速公路恢复收费模式。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今日发
布，春节长假7天，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总
流量达2300万余台次。春节期间，全省
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态势总体平稳， 未发
生长距离、长时间拥堵。

今天， 全省高速公路车流持续在峰
值状态，京港澳、沪昆、长张、二广、杭瑞
等多条高速路段相继实施了只出不进的
交通管制。截至21日17时，如下路段收费
站相继实施交通管制：京港澳高速大荆、
荣家湾、平江西、株洲西入口；沪昆高速
湘乡、潭市、水府庙入口；长张高速长益

段除长沙西外全线其他入口， 常德段除
军山铺、太子庙、谢家铺外其它入口；二
广高速伏口、龙塘、涟源东、白马、长铺入
口；杭瑞高速岳阳段许市、华容东、华容
西入口，常德段桃源、桃花源、乌云界、茶
庵铺入口；岳临高速岳阳段云溪入口；益
阳南线高速金盆山入口； 韶山高速韶山
入口；宜凤高速宜章南入口。

预计22日， 全省高速路网车流量虽
与前两日（400万辆以上/日）相比会有大
幅回落， 但仍会维持在春运前期高峰状
态（250万辆左右）。全省路网的通行状况
将会有明显改善， 路段拥堵与缓行现象
也将显著减少， 但主要通道的返程车流
量仍然较大。

� � � �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韬） 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
广铁集团今日发布，春节假期7天，广铁
集团发送旅客728.2万人次， 同比增长
11.3%。22日， 铁路客流将持续高位运
行，广铁集团将加开206.5对列车，主要
为湖南开往广州、深圳、上海等方向。

从2月19日开始，长沙、怀化、衡阳等
地往广州方向客流量逐渐攀升， 其中高
铁客流增长明显。 高铁长沙南站今日客
流突破10万人次，创今年春运以来客流
最高峰。

长沙南站介绍， 目前旅客大多集中
在车站西广场进站， 而东广场客流相对
较少。建议前往南昌、上海、贵阳、昆明等
沪昆高铁方向的旅客优先选择东广场进
站乘车。 开车到达的旅客可从红旗路到

达东广场； 乘地铁到达的旅客可从地铁
3、4号出入口出站到达东进站口；乘磁浮
列车到站的旅客出站即可到达东广场进
站口。

另据介绍， 到达长沙南站的各趟公
交车站已全搬至东广场南侧， 因此乘公
交车到站的旅客可从东落客平台进站乘
坐高铁。长沙南站提醒旅客，车站进站乘
车高峰时段为6时30分至7时30分、13时
30分至16时30分。 建议旅客掌握时间，
提前进站乘车。

截至21日17时， 长沙南站开往武汉
及湖南省内短途等方向尚有余票， 去往
北京、上海、贵阳、广州、深圳等方向车票
已基本售罄； 长沙火车站开往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成都、兰州、东北等方向
车票已基本售罄。

� � � �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熊锋）南方航空湖南分公司今日
发布，春运假期7天，南航在湖南地区累
计执行航班510余架次， 共运送5.1万次
旅客平安进出湖南。假期过后，从长沙出
发的机票依然紧俏。

据南航湖南分公司介绍，2月26日
（正月十一）前，从长沙出发前往北京、广

州、上海、南京、成都、深圳等热门城市的
机票紧俏。 有相关出行需求的旅客宜尽
早订票。

南航预计，民航春运返程高峰还
将持续一段时间，旅客出行前可通过
南航95539客服热线， 或登录南航官
方微信、APP客户端及时查询航班动
态。

� � � �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倩）春节假期在温暖与雾霾中
开场，在雨水与降温中收尾。从灰蒙蒙到
湿漉漉，好在空气质量有明显好转，让大
家神清气爽地开始农历新年
的工作。天气预报称，未来7
天内， 我省有3次降雨过程，
请注意防寒保暖。

今天是春节假期的最后
一天，也是返程高峰期，湖南
大部地区雨水添“堵”。省气
象台预计，21日至 22日白
天、23日晚至24日、26日至
27日有3次降雨过程， 气温
较为平稳，略有波动，不过

23日清晨最低气温仅3摄氏度左右，此
外，23日早晨湘西、湘东有大雾，提醒
注意防范阴雨和大雾天气给交通出行
带来的不利影响。

切换“假日模式” 按下“奋斗键”

22日零时起高速公路恢复收费
全省高速路网车流将大幅回落

雨水添“堵”返程路
7天内有3次降雨

高铁返程客流持续攀升
建议沪昆高铁旅客优先选择从长沙南站东广场进站

长沙始发机票依然紧俏

“锦绣潇湘”别样年味

春节黄金周，全省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近33亿元———

春节消费“品质升级”
春运进行时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又是一连串的“没想到”。
的确，根据记者多次来开慧镇锡福村采访

了解的情况看，随着这几年民宿的红火，村里的
各项工作都有了长足发展，许多难题迎刃而解。

农村环境治理以前是难题，村里统一安排
人打扫庭院时，有的农户还不屑地说：“喂，把后
院也扫了噻！” 开办民宿以后呢， 生怕院子不干
净，唯恐游客不来。基层党建原来也是难题，有了

民宿后，党员带头办民宿，党员有了具体展示平
台，带头做什么？怎样带头？如何带领和帮助群众
干事创业？所有党员都感觉有干不完的事了。

办民宿，家门口有活干，可创业，外出打工
的村民纷纷回流， 留守儿童、 留守老人现象少
了。原来有些年轻夫妇外出打工各奔东西，时间
一长感情就淡了，话就少了，家就散了。现在好
了，家庭矛盾、夫妻感情危机少了，村里的社会
治安状况也随之好起来了。

老支书的儿媳妇杨娟深有感触地说:“在家
里做事，天天看得到儿女亲人，再怎样也比在外
打工心里踏实。”

民宿，也成了城里人度假休闲的向往。
“我们要求所有的民宿主人，让游客感觉到

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是熟人，第三次来是
亲人，第四次来是自己人。”老支书说。

城里人住民宿，走的时候，萝卜白菜、鱼肉
鸡蛋，任你挑，任你带。很多时候，城里人也出手
大方，零钱都不用找。

夜宿开慧民宿，看窗外天空星星闪闪，村里偶
尔传来几声狗叫， 在虫鸣和溪水声中不知不觉入
眠；清晨，被鸟儿欢唱声唤醒，任阵阵清风拂面，遥
望青山白云，一切都显得那样的清新、祥和、甜美。

初恋小镇，风情万种，柔情入梦……

�荨荨（紧接1版①） 在抗击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
中，刊发了一批分量厚重的通讯、释疑、评论文
章，极大地鼓舞了一线军民的斗志；在抗洪斗
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又及时推出了《胜利属
于英雄的湖南人民》的“晨风”文章。

关键时刻发出关键声音，舆论风口发挥定
海神针作用。2017年， 湖南日报及时就党风廉
政建设、扶贫攻坚、中央环保督察、洞庭湖生态
专项整治等重大事件密集发声。新湖南客户端
及其新媒体矩阵做到“先声夺人”，在抗洪抢险中
及时发布辟谣稿件、打击网络谣言，对“彭宇华、
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案”庭审直播。华声在线针
对热点话题，组织发布63篇本网原创评论，其中
首发评论《国足赢球，“长沙保卫战”荡气回肠》被
省网信办全网推送，取得良好引导作用。

高举旗帜，服务大局，激发正能量，唱响主
旋律。两年来，在党的十九大报道、全国两会、
湖南省两会、纪念建党95周年、长征胜利80周
年和建军90周年等重大报道中，湖南日报社始
终维护意识形态绝对安全、确保舆论导向绝对
正确，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

报道创新，打出精彩纷呈“组合拳”

2月15日是除夕，三湘四水一片喜气洋洋。
新湖南客户端与湖南日报社14个市州融媒体
分社共同策划了一场持续18小时的跨年大直
播———“我的年三十，陪你过除夕”，以图文视
频等多种表现形式即时联动，将湖南各地的年
俗风情体现得淋漓尽致，展示出欢乐、喜庆、祥
和的节日气氛。

面对舆论格局深度调整、新闻业态快速迭
代、传播渠道日新月异，只有创新，才能守好主

阵地、唱响主旋律；只有不断创新理念、内容、体
裁、形式，才能不断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满足
读者的需求。

党的十九大期间，湖南日报社各媒体紧扣
大会主题、聚焦报告重点，不散光、不偏向，打出
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组合拳”。湖南日报、三湘
都市报、潇湘晨报、法制周报等纸媒共刊发171
个整版报道。新湖南客户端及各下属新媒体平
台共策划推出专题21个， 发布新媒体作品31
个、原创报道96条，总点击量达4000多万。华声
在线网站及其所属新媒体整合推出稿件8000
余条， 累计点击量近亿次。《十九大时光》《十九
大脱口秀》《十九大的“味道”》等融媒体产品，令
人印象深刻。

两年来，湖南日报的“面子”和“里子”不断
变化，内容越来越活，版面越来越美。进一步做
强深度报道，策划推出了《观察》《好文》《深读》
等原创栏目，获得了良好口碑。编委会成员带头
到基层一线，到新闻现场，捕捉鲜活故事，把脉
社情民意。2017年春节期间策划的“走进十八
洞村”特别报道，报道组20多人，连续10天驻村
采访，日出而作，夜深才歇，对村民展开贴身访
谈。记者们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当地
群众称赞。

《谢永宏： 踏遍洞庭情正浓》《印遇龙：“养
猪”自有大学问》《金展鹏：轮椅上飞翔的“中国
金”》……2017年3月推出的“走近科学家”系列
报道，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抱负的科学
家带到大家面前，生动展示了“科技湘军”吃得
苦、霸得蛮、肯钻研、勇攀登的群体形象，成为一
次很有感染力的新闻出击。在“两学一做”报道
中，湖南日报创新推出《“两学一做”跟班体验
记》系列报道，以记者跟班体验形式，突出现场

感，体现纪实性，将庄重严肃的题材进行具体生
动的描述，为重大主题宣传报道的创新提供了
一个样本。

媒体融合，从“相加”走向“深度相融”

2017年国庆节，新湖南客户端首发的原创
新媒体产品《我在天安门升国旗》H5，引发广大
网民分享转发，总浏览量突破350万，“自拍”分
享到朋友圈及其它群组总数20万人， 新华网、
人民网、 凤凰网等全国性媒体均转发报道，成
为新湖南创办两年多来的一个爆款产品。

农历狗年春节，一篇《这三年，湖南日报诗
情盎然的新春献辞》， 在新湖南客户端上推出
后，引发刷屏效果。

在媒体融合发展风生水起的背景下，湖南
日报社以“新湖南”为创新引擎，加快推进媒体
融合发展。2015年8月15日， 新湖南客户端上
线，湖南日报社开始实施“移动优先战略”。湖
南日报重大时政报道、突发事件报道、重大舆
论引导稿件优先“新湖南”刊发。全社500多名
持证记者成为“新湖南”的原创记者。

目前，新湖南客户端综合影响力在全国党
媒客户端中排名第四，其中前三名分别是新华
社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和人民日报客户
端；2017年获得了湖南省首届“文化创新奖”。
致力将党端矩阵扩大到全省各厅局、 区县、高
校、企业的“新湖南云”，2017年也获得了中国
报业协会颁发的媒体融合创新项目一等奖。

进入2018年，湖南日报社正按照“两年三
步走”的战略和“一体策划、整体作战、全面融
合”的理念，全面推进媒体融合和采编流程再
造。以湖南日报、新湖南、华声在线为核心，吸
纳其它时政类媒体的深度融合行动计划正在
稳步推进，14个市州融媒体分社已组建完成，
报社“中央厨房”正加紧建设中。

让党的声音响彻三湘四水

别有“福地”洞天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春节假日， 三湘大地披上了浓浓的节日
盛装。从省会长沙到湘中娄底，再到大湘西、大
湘东、大湘南，流光溢彩的各式灯会、民俗绚丽
的各地庙会、异彩纷呈的各类演出，戊戌狗年
春节彰显更浓的湘味， 为游客献上了别样的
“旅游盛宴”。

春节出游家家欢乐， 旅游市
场节节攀升

阖家团圆是春节的第一主题。节日期间，
我省归家探亲、休闲体验迎来客流高峰，家庭
出游占据主流。 从公园到庙会， 从城区到田
野，从酒店到民宿，处处洋溢着祥和的氛围。

温泉、康养旅游产品成为亮点。长沙灰汤
温泉，郴州热水温泉、龙女温泉、莽山森林温
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野溪温泉、
润雅火龙山温泉深受周边省份游客喜爱。

采摘、赏花、乡村体验，乡村游成为一些
家庭出游的重要选择。在永州，零陵区“永州
之野”线路，东安县“吃喝玩乐”线路，新田县
访古探秘、富硒康养线路，宁远“闹新春”主题
旅游系列产品等，增添了乡村旅游的魅力。

节前，省旅发委就制定了《2018年春节假
日优质旅游供给信息》，推出一批假日旅游精
品线路和产品，预热湖南春节旅游市场。

我省各地抢抓全域旅游机遇， 不断推出
新的旅游产品， 使游客的旅游需求得到了集
中释放， 各地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收入均获

得较大增长。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0%
以上的市州有邵阳市、郴州市、怀化市、衡阳市
和永州市。

民俗风情绚丽多彩， 潇湘大
地年味弥漫

不同于全国旅游市场“北上滑雪，南下避
寒”， 我省春节游贵在浓浓的别样年味儿。喜
庆热烈、 参与性强的旅游节庆活动备受游客
青睐，成为今年春节假期湖南“揽客的法宝”。

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一，在张家界，《魅
力湘西》新春首秀全场爆满，座无虚席；黄龙
洞景区，拦门酒、唱花灯、跳竹竿舞、打糍粑等
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 为中外游客奉献
了喜庆祥和的新春盛宴，游客感叹“难怪过年
这么多人来张家界”。

在怀化， 洪江大街小巷张灯结彩， 舞龙
狮、彩龙船、花灯等深得游客喜欢。广东一旅
行社的叶姓负责人说：“洪江年味很浓， 旅游
前景令人看好，今年计划在古城租个商铺，开
发经营地方特色的旅游纪念品。”

湖南卫视《直播奉嘎山》让娄底新化奉家
镇下团村火了。梅山文化大放光彩，梅山姑娘
作为旅游形象大使，宣传当地美食、民间手工
艺、武术和红色旅游资源，将2500年历史的古
村落推向市场。

“锦绣潇湘”好戏连台，旅游
扶贫成果显现

春节期间，我省旅游扶贫景区人气兴旺。

近年来，通过旅游精准扶贫，美丽乡村走
出深闺，游客纷至沓来，贫困地区的农民收获
金山银山。

“我们首选拥有青山绿水、原汁原味的旅
游扶贫景区。”大年初六，花垣县十八洞村，来
自武汉的游客孙阁表示，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
乡风民俗。

“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搭上旅游扶
贫的快车，在春节期间迎来开门红。十八洞村
苗族节会丰富多彩，举办的“年货节”活动吸引
了众多游客，苗族腊肉、酸鱼等乡村土特产被
抢购一空，接待游客突破5万人次，引领花垣
县旅游春节小高潮。

旅游扶贫“主战场”溆浦县雪峰山景区，
以 “甜甜的雪峰山年味” 为主题开展舞龙
灯、篝火晚会、花灯戏、木偶戏、三棒鼓等各
类活动。挂着京、沪、浙、粤、琼、渝等省外牌
照的小车川流不息， 景区游客消费旺盛，直
接提高了山区农民收益。

江永县勾蓝瑶寨在扶贫过程中，发挥旅
游业的作用，把贫困山村打造成远近闻名的
旅游目的地。春节期间推出勾蓝瑶寨明星体
验之旅，共接待游客8.17万人次，迎来旅游接
待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