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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消费需求旺盛，
旅游消费结构也在朝着品质化、 个性化的方
向升级。8月中旬， 湖南日报记者走访张家界
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怀化市等地发
现，民宿正在成为新兴旅游目的地，旅游演艺
精彩纷呈，旅游商品不再千篇一面。游客的消
费选择更多了，旅游市场活力四射。

为一间民宿赴一座城

8月15日，在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中湖乡五
号山谷乡村度假民宿，落日余晖洒落峡谷。

露天泳池成为孩子们的最爱； 土家泥瓦
小屋每个窗子都通往美景； 屋外千亩私家山
谷，稻田漫步、溪流探险、瑜伽冥想，好一派自
然乡野生活。

“这里山景无敌，也像家一样舒适。”来自
北京的游客黄许表示，武陵源已来多次，这次
直奔山谷，就为过几天慢生活。

“5栋房子40间，都已入住，现在已预订到
10月份。” 管家小妹告诉记者，2013年以来山
谷民宿已接待过30多个国家的客人， 欧美游
客占60%以上，有980元至3380元不同价位的
房间供客人选择。

如今，回家的孩子、龙舍、梓山漫居、水木
潇湘、璞舍等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张
家界新兴旅游目的地， 一房难求也是暑期常
态。

在自治州， 土司别苑、 土王行宫八部
堂、六合民宿、浦市遇见民宿、边城悠然居、
凤凰素履莲花、杜家坡帐篷酒店、红石林森
林木屋、 乌龙山大峡谷度假木屋等不同档
次的民宿，初步形成了凤凰古城、芙蓉镇、
惹巴拉三大民宿集聚区， 能够满足不同游
客需求。

今年， 大湘西地区的民宿还将迎来进一
步发展。 根据2018年大湘西地区文化生态旅

游精品线路建设的相关方案， 我省将支持大
湘西地区建设特色民宿项目65个、 家庭旅馆
项目228个，床位总计6010个。这65个特色民
宿项目中，常德最多，有15个；张家界其次，有
13个；自治州、怀化、邵阳、娄底分别有12个、
11个、8个和6个。

演艺+购物，让游客留得下带得走

座无虚席！
8月15日晚，张家界《天门狐仙》实景演出

剧场，掌声阵阵。
这是暑期大湘西一线旅游演艺市场整体

景象。
8月开始，《魅力湘西》一票难求，从每天

演出2场增至4场，2900个座位满座，同比增长
28.79%；《梦幻张家界》《烟雨张家界》 接待游
客同比增长30%。凤凰《巫傩神歌》由日均2场
增至5场。在怀化，通道芋头侗寨实景演出也
受到追捧。

旅游演艺，丰富了目的地夜游项目，旅游
不再是“白天看景，晚上睡觉”这么简单，游客
了解当地文化的需求得到满足。“半日游”向

“过夜游”转变，旅游人均消费得以提高。
记者走访发现，旅游商品琳琅满目，挑选

一件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伴手礼， 不再是件难
事。

在吉首乾州古城的山谷居民直营店，融
入苗族文化元素的服饰、包帽、文创礼品等吸
引了游客驻足购买。“我们有专业设计团队20
人，专攻非遗苗绣系列，创建了十八洞、老家
寨等苗绣基地， 培养的绣娘超过1000人。”湘
西山谷居民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告
诉记者， 公司开发的苗绣产品多次获得中国
旅游商品大赛大奖，加盟店已开到法国，赋予
湘西文化的产品畅销海内外。

此外，在张家界溪布街，具有本地特色的
蜡染、银饰、服装等旅游商品备受游客欢迎；
凤凰县凤凰之窗成为集旅游商品加工、展示、

销售为一体的省级工业园区和国家3A级旅游
景点。

旅游新场景，深度体验将更多

暑期， 亲水避暑游着实火了一把。 在怀
化，溆浦穿岩山景区作为全国森林康养基地，
单日接待游客突破1万人次，枫香瑶寨泳池单
日最高收入8万余元。通道龙底河漂流、芷江
茅丛河漂流、 怀化城区的舞水风暴水上乐园
等景点都有不俗表现。在常德，欢乐水世界一
个月内接待游客18.21万人次， 实现景区收入
2068.82万元。

在张家界，天门山长板速降、翼装飞行、
大峡谷玻璃桥花式蹦极等体育旅游活动层出
不穷；万福温泉、江垭温泉等康养旅游产品备
受青睐。

凤凰沱江下游修建的朝凤楼、扶苗楼、凤
凰民俗生活馆、 抗战纪念馆等带有“凤凰记
忆”的文旅产品释放了产业新动能。

大众旅游时代， 游客不再只满足于传统
景区的观光游览，乡村度假、运动康养、餐饮
美食都是旅游消费的新增长点。

面对蓬勃兴旺的需求， 湖南旅游供给侧
也展开了一场扎扎实实的全面改革。

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研学旅游、体育旅
游、 康养旅游等产品日益丰富， 但在特色住
宿、购物、娱乐等方面还存在短板。

“大众旅游时代， 要研究大众旅游的特
点， 针对不同层次需求打造多元旅游产品。”
省旅发委主任陈献春表示， 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要坚持融合创新，调整优化旅游产品
结构，完善旅游各要素全产业链供给新体系，
逐步实现从门票经济转变为产业经济。

目前， 省旅发委正推动长沙筹备建立全
国第一家旅游新场景实验室， 加强旅游消费
体验新业态新产品新场景发展研究， 创造深
度体验式旅游消费，不断满足游客多元化、个
性化、优质化的需求。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奉永成 ）
今天，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外发布《关于
评选表彰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通知》显示，为表彰先进、激
发动力，更好地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
作， 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决定在全省范围
内评选表彰300名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此次评选表彰对象为政治坚定、 业绩
突出、作风过硬、廉洁自律、群众认可的省
市县乡党政机关及部门参与脱贫攻坚的干
部，以及省市县乡驻村帮扶工作队员（驻村

时间必须在一年以上）和村干部（不含驻村
帮扶工作队员）。其中，将评选省市县乡党
政机关及部门干部100名（包括省直部门
常态化联点督查及其他等10名、市县乡90
名）， 省市县乡驻村帮扶工作队员100名，
村干部100名。

评选表彰活动从9月1日开始，分推荐
评选、审核确认、表彰颁奖三个阶段进行。
10月底， 将对评选确定的对象进行表彰，
授予“湖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并
颁发证书。

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杨粲）省防指今天向各市州防指及省防
指各成员单位发出通知， 要求做好近期强
降雨防范工作。

据中央有关部门预报，4日至7日湖南
将有一次以中到大雨为主的移动性降雨过
程，其中湖南南部部分地区将降雨50至70
毫米，局地超过100毫米。受其影响，湘江
上游将出现涨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超警。

当前正值后汛期， 且部分地区仍有不
同程度旱情。通知强调，省防指高度重视本

轮强降雨防范工作， 要求有关省直单位和
各地务必高度重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坚
持防汛抗旱两手抓， 切实做好当前防汛抗
旱工作。

通知要求，加强应急值守和预报预警，
突出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防
御和水库防守、矿山防灾等重点，及时转移
危险地区人员，果断处置各类工程险情，确
保生命安全和工程安全； 在确保水库安全
的前提下，抓好蓄水保水，为后期群众生活
用水和工农业生产用水增蓄水源。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王文 ）长沙
市住建委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1日至
31日， 长沙市限购区域内45个新建商品住
房项目开盘， 共计14775套住宅入市销售，
摇号销售楼盘26个。摇号销售楼盘中，20岁
至49岁首套刚需人员占购房人群比例接近
8成。

8月以来，中交中央公园、中建梅溪湖中
心、 中冶中央公园等昔日捂盘惜售的楼盘均

拿到预售许可证并开盘。数据显示，8月,长沙
市限购区域内开盘的45个新建商品住房项目
中，摇号销售楼盘26个，其中纳入1.5倍摇号的
8个，不摇号销售楼盘19个，部分楼盘认购率
在10%以下。8月, 全市住宅供应总面积逾200
万平方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138.86万平
方米，8月入市的楼盘中， 刚需住宅房源仍是
主力，14775套入市房源中刚需房源达10764
套，占比72.9%。

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中青年刚需购房的
问题， 长沙市住建委公布的参与刚需摇号购
房的各年龄段家庭户数及占比数据显示：刚
需摇号购房者中20至49岁的占78.81%，70至
89岁的仅占3.6%，中青年购房者占绝大多数。
对于购房者年龄偏大情况的质疑， 市住建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深入分析老年人购房样
本，进一步研究，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投机炒
房行为。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陈淦璋 ）
本月的长沙土地市场格外热闹。 据长沙
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公告， 至9月
底，市内六区将有23宗经营性土地出让。
其中，岳麓区今天一口气挂出7宗商住用
地，且集中在业界高度关注的梅溪湖、洋
湖、滨江新城等热门板块。据悉，这批优
质地块的住宅销售限价不超过每平方米
11500元。

岳麓区今天推出的7宗商住用地（含纯
住宅用地），共有梅溪湖板块4宗、洋湖板块

2宗、滨江新城1宗，起拍价均超过4.5亿元，
周边环境相对成熟。其中，挂牌起始价最高
的是位于滨江新城的[2018]长沙市065号
地，为商住用地，起拍价高达38.8602亿元，
出让面积149462.3平方米， 容积率≤4.0，
住宅最高销售限价为每平方米11500元。

业内普遍认为，今年8月以来，长沙市
已连续出现2宗土地流拍，市场异动值得关
注。 本月13日上午10时是岳麓区这7宗优
质地块的挂牌截止时间， 届时竞拍情况如
何，或将直接影响下半年楼市心态。

通讯员 黄德开 王厅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虽然今年已是89岁高龄，但讲起当年
援非种茶的故事，蒋冬兴老人记忆犹新。

蒋冬兴是安化县田庄乡人， 曾任国家
级的安化县茶叶试验场（现为褒家冲茶场）
副场长， 也是知名的茶叶栽培技术骨干。
1970年，41岁的蒋冬兴受国家指派， 不远
万里前往非洲马里共和国， 接替在那里援
助的中国茶叶技术人员， 继续开展茶树栽
培、茶叶丰产实验等工作。

马里是位于撒哈拉大沙漠南沿的内陆
国家，在中国援助之前，马里的茶叶消费全
部依赖进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派出
农业技术专家，克服重重困难，帮助马里人
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大面积试种茶树成功。
这批专家中， 就有来自安化县杨林乡的研
究员谌介国———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农
业战线首位援外专家。因援非成绩突出，谌
介国在1964年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
2018年2月，谌介国享高寿去世。

前辈们让茶树在马里扎下了根， 蒋冬
兴和同事们的任务是提高马里茶树的产
量。他记得很清楚：当时马里的茶叶平均产
量为每公顷0.7吨，我们国家定的目标是将
其提高到每公顷1吨。

马里雨季、旱季分明，半年不下雨，一
下雨就是瓢泼大雨。针对这种特殊的气候，
非常熟悉茶树生长习性的蒋冬兴主持搞起
了“四改”：一是保留茶园里的杂草，让其为
茶树涵养水源， 改变过去太阳晒四五天茶
树就打蔫的现状； 二是将一年修剪一次茶
树枝叶，改为一年修剪两次，让茶树芽头变

得粗壮；三是改浅施肥为深施肥，避免暴雨
轻易将肥料冲走； 四是改密集浇灌为开行
灌溉，让茶树能充分“喝水”。

“马里处于热带地区，旱季的太阳晒得
让人简直受不了，穿着凉鞋去茶园里，有时
候脚都烫得疼。为给茶树遮阴，我们在茶园
里还栽了芒果树、香樟树等，到了年中雨季
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些树砍掉。这样改变茶
园的小气候，茶叶的苦涩味就大大降低了。”
蒋冬兴告诉记者，在马里的户外每天只能工
作五六个小时，早晨6时就要去茶园劳作；雨
季，每天晚上还要想办法为茶园储水。

怀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蒋冬兴
克服生活上的不便和身体上的不适等诸多
困难，不断完善茶树栽培、茶叶丰产技术，
与马里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原定两年的工作期满后， 蒋冬兴在马
里当地负责人的挽留下，经中国政府批准，
又多待了一年。最终，在蒋冬兴和马里茶农
的共同努力下，当地原本每公顷0.7吨的产
量翻了将近一番，达到1.36吨，远超我国当
初援助的预期目标。

1973年，蒋冬兴谢绝了马里人民的再次
挽留，回到中国，回到了安化县茶叶试验场。

回到家乡后， 他继续投身茶叶丰产实
验等科研工作，直到退休。

2018年8月31日， 来华出席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的马里总统凯塔在北京表
示，马里感谢中国长期以来给予的帮助，愿
继续在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强
同中国在贸易、农业、教育、卫生、基础设
施、安全等领域合作，赞赏并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

经济视野 旅游消费有了更多选择
———大湘西暑期旅游观察之二

我省将评选表彰
300名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后汛期仍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
4日至7日将有一次以中到大雨为主的移动性降雨过程

8月长沙45个楼盘开盘
近8成购房者为中青年

援助非洲马里种茶的安化人

9月长沙土地供应放量
岳麓区推出7宗优质地块，集中在梅溪湖等热门板块

9月3日， 道县上
关街道东方村， 村民
在收割稻谷。当天，该
县42万余亩早中稻基
本收割完毕， 预计总
产18万吨以上。

蒋克青 周卫英
摄影报道

田间
秋收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