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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野

吃小龙虾等桌位排队的号子超过了7000，网红奶茶店和臭豆腐、糖油粑粑等小吃
摊位前排起了长队，土特产店人气“爆棚”，各大商家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客人——
—

“五一”假期，长沙消费红透了天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5月4日，五一小长假进入最后一天，但长
沙各大商圈的消费热度依然不减。
今年延长至4天的劳动节假期， 天气晴
好，在催热全省旅游市场的同时，也拉动了各
地旺盛的消费。“快乐之都”长沙，更是吸引了
大量的外地游客。记者走访发现，本土特色餐
饮、小吃成为吃 货 们 的“最 爱 ”；土 特 产 店 人
气“爆棚”；商场、商家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客
人……五一假期，长沙的消费着实红透了天！

等桌位超过7000号， 本土特色
小吃引发排队狂潮
“假期结束了，还没轮到我吃饭。”这句网
友的调侃， 源于五一假期文和友龙虾馆海信
广场店壮观的排队场景。
5月1日，文和友龙虾馆海信广场店，多达
上万的“吃货”排队，只为吃一份长沙特色小
龙虾。据“文和友”公众号发布的声明，当日门
店排队达7172号，超出门店接待能力。这个数
字让全国人民刷新了对网红餐饮店的人气认
知，迅速被网友刷上了微博热搜。
记者当晚来到相隔不远的文和友小龙虾
化龙池店，想来凑凑热闹，却“绝望”地发现，
也排队到了2000多号。根据网友们的经验，预
计需等6小时。
长沙特色饮食，不少已成为“吃货”们钟
情的“网红”。
4日下午， 晴朗了3天的长沙开始下起小
雨，但位于坡子街的一家“茶颜悦色”奶茶店
前，排队人数却有增无减。
记者发现， 这家店附近不到100米处，分
别还有两家分店，每一家都人气火爆，二三十
名顾客排起长队。据介绍，五一商圈“茶颜悦
色”已经开出了十多家奶茶分店，不足百米便
有一家。
“来长沙一定要喝这款网红奶茶。”来自
贵州的小陈背着行李包排队， 淋着雨也不愿
意“撤退”。她告诉记者，来长沙3天，今天这个

奶茶店排队的人还算少的， 在离开长沙之前
一定要喝到，否则“就等于没有来过长沙”。
“我在顾客点单时就会直接推荐‘网红爆
款’奶茶给他们，方便游客拍照‘打卡’。”“茶
颜悦色”奶茶店的员工说。
游客们对长沙的美食到底有多痴迷？坡
子街无疑是最热闹所在。 肆姐粉店队伍排到
大街中央；火宫殿的臭豆腐、糖油粑粑、葱油
饼窗口也排起了长队； 火宫殿对面的美食街
内，食客挤得水泄不通。
负责坡子街路面清洗的环卫工人告诉记
者， 为了清理游客留下的食物垃圾和路面污
渍，他们假期的工作量是平时的4倍，到了下
午4点就不得不下班了，“人太多了，清洁车都
开不进去。”
费大厨辣椒炒肉、壹盏灯、盟重烧烤等店
铺也是五一假期大热门店， 成为不少游客来
长沙品尝湘菜的首选。冬瓜山的肉肠、书院路
的夜宵烧烤、 岳麓山下的锅饺……纷纷被游
客拍照登上抖音快手等社交软件， 成为长沙
的一张张“美食名片”。

新招迭出，商场、商家促销活动
精彩纷呈
5月1日至3日，长沙步行街的黄兴广场每
天都是人头攒动， 火热的线下促销纷纷登台
亮相。
“炊烟时代”小炒黄牛肉的“最佳男友”活
动刚结束，“麻辣王子” 辣条新品发布会紧接
着登台， 各大商家都想充分抓住小长假的巨
大人流量，推广自家的商品。
麻辣王子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黄兴路
步行街是今年五一假期长沙人流量最为集中
的地方，5月3日的活动预计近5000人参加，累
计围观者有几万人， 活动现场准备的5000包
新品辣条，仅1个多小时，便抢购一空。
为了不错过假期商机， 不少商家选择在
“五一”节前开业。坛宗剁椒鱼头乐和城店便
赶在4月27日开门迎客， 其负责人告诉记者，
节假日店里的销售额比平时高1倍以上。

火宫殿五 一 假 期 举 办 了 热 闹 的 火 神 庙
会，糖油粑粑、糖饺、蛋煎糍粑等小吃摊云集，
给外地食客带来了别样的长沙饮食新体验。
趁假期，不仅商家积极举办活动拉客，各
大商场也开启“抢人”大战，推出各类优惠促
销活动。
悦方ID Mall组建起“吃货联盟”，联合商
场内各大餐饮店共同打折吸引顾客； 海信广
场推出购物满减优惠活动； 长沙国金中心联
合长沙移动给消费者带来5G智能体验， 并将
营业时间延长至深夜11时……

土特产销售红火， 外地游客
“带走长沙味”
长沙商家似乎并不满足于假期光临门店
的人流量， 还向外地游客打出了“带走长沙
味”的诱人口号。
4日中午，来自成都的李未青正在填写快
递单，刚在文和友小龙虾馆就餐完毕，禁不住
隔壁小市集的诱惑，逛了一圈下来，买了4份
特色美食礼盒，里面包含了小龙虾、辣椒和臭
豆腐。
李未青说：“想让家人也尝尝长沙的小龙
虾，买2包可以包邮，特别方便。”
记者发现，在各大店铺前排队的顾客，有
不少人拖着行李箱，湖北话、广东话、四川话、
东北方言、吴侬软语汇聚一堂。
位于太平街的臭豆腐博物馆内， 以臭豆
腐为原型的玩偶、臭气罐、帆布袋等文创产品
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关注， 虽然4月份才开张，
但记者在收银处观察到， 这些创意商品已经
迅速俘获了年轻顾客的心。
坡子街湖南特产店众多，人气旺盛。火宫
殿内的湖南特产超市店员告诉记者， 店里最
受外地游客喜爱的湖南特产，是常德酱板鸭、
安化黑茶、湘西手撕腊肉和东江鱼。
“互联网+”给消费者们带来了新的消费
体验， 有的游客懒得排队， 直接在宾馆点外
卖，享受“送上门”的长沙美食，不少商家的线
上旗舰店销量也十分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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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一清
湖南植物的“家底”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一项名为“本土物种全覆盖保护计划”
的活动正在湖南的山林里展开。
龙山县大安乡，湿漉漉的山林里，一株
紫红色的叶片退化的兰科植物安静地生
长。 植物学家发现， 这是我国的新记录物
种——
—无叶杜鹃兰， 也是杜鹃兰属目前唯
一的腐生种。
湖南本土植物全覆盖项目组日前发布
了这一信息。由我国94家植物园组成的中
国植物园联盟正在实施的“本土物种全覆
盖保护计划”， 计划通过10年左右时间摸
清我国植物“家底”，实现对我国本土植物
全覆盖的收集和安全保存。在湖南，实施这
一计划的是省森林植物园的湖南本土植物
全覆盖项目组。

发现 20多个新记录种
湖南本土植物全覆盖项目于2017年7
月底启动， 考察主要由省植物园彭春良研
究员团队和吉首大学张代贵教授团队共同
完成，八大公山、壶瓶山、大围山、衡山、天
门山、阳明山、莽山、大熊山、雪峰山……湖
南的各处山林里， 都留下了考察团队的脚
印。
一年多的本土植物野外考察， 考察队
发现许多有趣的植物。
其中，增加了无叶杜鹃兰、闽台毛蕨、
深绿短肠蕨、 中华柔毛黄精、 紫花马铃苣
苔、高原天名精、尾叶樟、广西白背叶、黄山
紫荆、长叶榧树、贵州蛇根草、贵州鼠李、利
川紫堇、红山樱、称锤树、云贵铁线莲、察隅
阴山荠、斜叶榕、腺叶螺序草、平坝凤仙花
等20多个新记录种。
“这么多年，我们都不知道它们在湖南
生存着，清一清本土植物‘家底’，实在太有
必要了。”彭春良说。
资料显示， 湖南地区共有维管束植物
5023种，其中，野外灭绝植物为3种，此外，
还有极危植物58种、濒危植物约244种、易
危植物370种、近危植物545种、无危植物
3406种、数据缺乏植物397种。
根据目前调查情况， 湖南境内的野生
物种，目前总体是朝着良性方向发展，但一
些野生保护物种生存状况仍然堪忧， 种群
数量递减趋势明显。据估计，湖南省范围内
约四分之一的物种面临着生存威胁， 迫切

需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濒危植物的“诺亚方舟”
尽管省内各地国有林场、种苗基地、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对植
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专家
们指出，由气候所引起的第六次生物大
灭绝正在进行中， 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
消失，就地保育不能完全确保物种的延
续。
“一个物种的消失，将会造成生物之
间的关系网出现断裂， 受其影响的可以
高达20个物种， 因此损失不单是这个物
种不再存在于地球上， 其更大损失是严
重威胁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省植物园
研究员彭春良说， 植物园有别于城市公
园，不仅仅是一个休闲观光的场所，更是
植物的“诺亚方舟”，植物园的迁地保护，
是进行栖息地恢复及濒危植物回归自然
的重要途径。
所谓全覆盖计划， 并非简单地将植物
收集保存在植物园中， 而是在对目标区域
植物受威胁状况作出系统评估的基础上，
针对受威胁物种，根据其受威胁程度，采取
种子保存、 活植物保存和遗传多样性采集
保存等多种措施， 最终实现全覆盖的迁地
保存。
“我们在开展湖南本土植物野外考察
的同时，根据植物园引种保育情况，有针对
性地开展了引种工作，”彭春良介绍，项目
开展一年来， 共引种保育湖南本土野生植
物85科206属822种，其中喜雨草、莽山紫
菀、岩生蒲儿根、石门小檗、石门鹅耳枥、祁
阳过路黃、 粗筒唇柱苣苔等均为国内外首
次引种驯化的种类。
目前， 省森林植物园已经建成湖南本
土植物引种繁育苗圃、 引种保育温室各1
个， 并对部分特殊类群的植物开展了物候
观测、生物学特性、引种保育与应用栽培技
术等基础研究工作。
彭春良表示，未来，植物园计划优先
迁 地 保 育 湖 南 本 土 珍 稀 濒 危 植 物 3000
种 ， 采 集 植 物 标 本 1万 份 ， 保 存 分 子 材 料
5000份， 建成本土植物物种大数据平台
和迁地保育大数据平台， 做到本土植物
物种资料查询及迁地保育全覆盖管理现
代化，保护濒危物种，消除物种灭绝的威
胁。

“五一”小长假：百万人畅游张家界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5月4日，“五一”小长假收官日，张家界
再传捷报：1日至4日， 全市接待旅游总人
数111.7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1.33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38.22%、41.56%。其中,武
陵源核心景区接待一次进山游客同比增长
72.97%， 天门山景区同比增长29.05%，大
峡谷同比增长14.47%。
面对旅游市场的火爆， 张家界却没有
出现大面积拥堵现象， 张家界是如何从容
应对？

全员参与，让游客平安满意

返程高峰 交通畅通
5月4日18时，长浏高速三一收费站，进出城区车辆行驶通畅。当天是
“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返程高峰中道路交通较为通畅。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长沙“
五一”外卖订单同比增长105%
湖南日报 5 月 4 日 讯 （记 者 邹 靖 方 通 讯
员 李 超 霖 ） 今日，口碑饿了么公布“五一”小

长假消费力大数据。“五一”期间，长沙全城订
单同比增长105%，其中，高校订单同比增长
107.2%，95后“五一” 线下订单量同比增长
51.6%，均位居全国前列。
根据 《2018—2019中国在线外卖行业研

究报告》 显示， 饿了么24岁以 下 用 户 占 比
65.27%，消费力年轻化是突出特点。今年长沙
“五一”订单也集中体现了这一趋势。
相比去年“五一”，今年口碑饿了么的外
卖订单量和线下到店消费订单量， 均有不同
程度的快速增长。同时，年轻人消费频次反应
出更具潜力的城市消费力， 多地高校订单同

比增长高于城市平均订单增幅。 仅5月1日当
天，长沙95后线下堂食订单量近7万单。
饿了么数据显示，95后的年轻人偏爱社
交聚餐。长沙“五一”前3天，来自长沙理工大
学的一位学生消费了774元，购买了39个午市
套餐， 外加20多项零食， 金额位列全长沙第
一。

永州文化旅游内容丰富
接待游客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均大幅增长
湖南日报 5 月 4 日 讯 （记 者 刘 跃 兵 通 讯
员 文 紫 湘 ）5月4日，是“五一”小长假最后一

天，宁远县九嶷山景区的舜文化古典舞表演，
仍座无虚席。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永州市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40.42万人次， 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8.94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20.83%、
22.17%。
“永州是一本书”，永州市历史悠久，文化
内涵丰富， 有以玉蟾岩为代表的远古文化和

舜文化、理学文化、女书文化、碑刻文化、柳子
文化、瑶文化等。近年，永州积极推动文化元
素融入旅游发展，吸引游客不断增长。特别是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永州推出了丰富的
文化旅游项目： 零陵古城举办了亲子农耕、
“零陵闹子”创意集市、民俗大巡游等活动；双
牌县在阳明山十万亩杜鹃花海举 办 了 音 乐
“杜鹃之恋”盛会、旗袍表演等；江华瑶族自治
县举办了“首届神州瑶都江华茶文化旅游周

暨茶旅体验游” 和“洪沙大席圆箕宴”活动，
通过对歌、长席宴篝火晚会等展现瑶文化；宁
远县下灌村的“民俗特色文艺表演”让人耳目
一新；新田·访古探秘之旅沿线的龙家大院古
村、谈文溪古村、大观古堡、骆铭孙村等景点
游客爆满。
同时，永州的山野菜、瑶族织品、异蛇酒、
东安鸡等乡村特产及旅游工艺品受到广大游
客青睐，旅游购物量增幅较大。

5月1日下午，来自怀化的李先生开车
带全家到大峡谷游玩。“之前担心停车难，
没想到顺着路标提醒告示牌轻松找到了停
车位。”李先生介绍，景区设置了好几个“临
时停靠点” 并设立醒目指引，“担心是多余
的，一家人玩得很开心。”
“五一”假期，公安交警部门2000余人
次上岗，启动4个检查服务站，设置23个临
时执勤点，为游客提供服务2万余次；千余
名青年志愿者头戴“小红帽”，成为车站、机
场、 高速路口最动人的风景； 武陵源区
3000多名干部职工和企业员工放弃休假，
坚守一线，“零距离”服务游客。
同时，张家界所有单位封存公车，临街
单位开放院落停车场，把空间让给游客。城
区免费提供2000多个停车位，武陵源免费
开放1万多个停车位。
张家界市铁腕治旅， 严管重罚旅游市
场的“害群之马”。在市委旅工委办协调下，
旅游警察支队、旅游巡回法庭等部门联动，
构建旅游市场监管与服务的高效运行体
系。“五一”假期，张家界共接到有效旅游投
诉6起， 接待各类咨询和求助电话120起，
受理率和调处率达到100%，让游客满意而
归。

智慧出行，让游客不用排队
5月3日中午，天门山景区的游客接待
量接近最大承载量，景区通过网络、官微向
游客发布提醒， 建议游客不要前往景区。
“五一”假期，该景区通过智慧旅游安全管
理信息平台，对景区安保力量、车辆等进行
科学合理的调配。
为应对“五一”客流高峰，张家界
各大热门景区景点，采取了分时
预约、错峰出游、增加游道等举
措，天门山、大峡谷等景区还发
布了景区的客流最大承载量，实
行网络实名预定购票模式，让越
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冷门”景区。
5月2日上午，长沙游客林女
士带着家人驾车从张家 界 市 城

区到武陵源核心景区， 沿着新开通的武陵
山大道，一路顺畅。她说：“风景大道，一路
畅通，十分舒心。”
为确保交通顺畅，张家界航空、铁路、
公路等部门加强合作，采取多项措施，应对
客流高峰，加密汽车站前广场公交车次，设
置机场旅游大巴，确保航空、铁路、公路无
缝衔接，提供候车引导、换乘规划、外语指
引、重点帮扶等特色服务措施，营造良好的
出行氛围。
初步统计，“五一”小长假，张家界市自
助游、自驾游、散客游呈急剧增长态势，至
少有10万台次的车辆进入张家界，未发生
游客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未发生严重交
通拥堵和旅客滞留现象。

丰富产品，让游客玩得开心
“五一”前夕，张家界向全世界发出“住
民宿、品民俗，看绝版山水、享绿意生态”的
邀约，发布7条民宿旅游线路，广邀四海宾
客来张家界住民宿、品民俗。
近年来，张家界民宿旅游、乡村旅游发
展渐成气候。“五一”假期，大量市民选择以
自驾的方式走进美丽乡村，赏田园风景，品
农家美食，享农事野趣，大批特色鲜明的农
家乐、度假山庄表现亮眼，苏木绰、和田居、
洪家关等乡村景点， 处处可见一家老小携
手出游其乐融融的景象。
此外， 张家界市很多独具特色的旅游
产品及项目也颇受游客青睐， 如茅岩河水
上体验项目、红岩岭户外拓展等，不仅吸引
了大批游客， 也让旅游产品结构得到进一
步完善。
除了绝版山水，张家界还将民俗、文化
与旅游相结合，开展桑植白族“三月街”民
俗文化旅游活动， 吸引上千名群众和游客
参加。推出《天门狐仙》《张家界·魅力湘西》
《烟雨张家界》等大型演艺节目,仅5月2日
晚，《张家界·魅力湘西》就连演4场，接待
海内外观众超过1万人次。
“文旅融合，成为吸引游客的另一道风
景。”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介绍，文化和
旅游的有机融合，让张家界人气更加火爆，
气氛更加热烈，效益更加实在，呈现一举多
赢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