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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一盘龙虾、一杯奶茶、一场烟花……每逢
佳节消费旺的长沙， 让热情好客的长沙人不
免调侃，国庆假期只能躲得远远的，将城市拱
手相让，供外地游客“打卡”。

“网红店”热度有增无减，不想排队的游
客转战外卖平台，除了吃吃喝喝，长沙还以其
独特的文化魅力，“圈粉”无数。“五一”假期迎
来355.76万人次“打卡”的新晋“网红”城市长
沙，在国庆长假期间又火了一把！

“网红店”打卡热度有增无减
10月6日晚零点，姚婷收起小红旗，结束

了一天的工作。 她是超级文和友海信广场店
的店内导游，负责为前来“打卡”的食客介绍
长沙本地的市井和饮食文化， 让他们在吃小
龙虾期间，更深入地了解老长沙的风貌。

9月28日，文和友老长沙龙虾馆海信广场
店升级为“超级文和友”，邀请茶颜悦色、东瓜
山炸香肠、正哥牛肉串等长沙美食加入，店面
从5000平方米扩增至2万平方米。招待能力虽
大幅度扩大，但排队的压力依然没有缓解。

姚婷声音沙哑地告诉记者， 她每天工作
10个小时， 要带顾客转完2万平方米的店面，
最少也需要半小时， 她当天为十几批顾客进
行讲解，绝大部分来自福建、湖北等地。

“乌泱泱一大片人排队，但是很好吃，值
得！ ”来自福建的赵昭说，5日14时，她一下飞
机就立马在文和友微信小程序上排队，9000
多号、等了5个多小时，终于吃上了心心念念
的长沙小龙虾。

还准备去哪儿？ 赵昭一一数过来：茶颜悦
色的奶茶一定要喝，找寻《人生一串》纪录片
里的长沙烧烤摊、去肆姐面粉馆嗦碗粉、再去
冬瓜山吃一根肉肠……她说，微博、豆瓣等平
台上有无数长沙网红地打卡的攻略帖， 按照
这些吃过来准没错。

6日， 记者在长沙转了一圈， 悦方 ID�
MALL周边，50米范围内开了4家茶颜悦色，

每家门口排队均超过30余人； 黄兴路步行街
的鲍师傅糕点， 队伍几乎排到了街对面的门
店；汇入坡子街和太平街的人流，各类小吃人
气火爆，展示着舌尖上的星城魅力。

拒绝排队， 在旅游地点外卖
成为新趋势

10月4日晚， 长沙太平街因游客数量过
多，紧急限流，解放西路口只出不进。

从南昌来长沙旅游的谭岩得意地告诉记
者，自己“机智”地选择避开人流，在酒店房间里
点外卖，不用排队，就吃上了长沙的臭豆腐。

10月5日，“饿了么”发布数据，为避免景
区排队拥堵，10月1日至3日，有3210名游客在
火宫殿就地点了臭豆腐外卖，火宫殿、太平老
街、 化龙池成为了外卖订单量最多的长沙景
点，臭豆腐、大香肠、牛肉粉是长沙最受欢迎
的外卖特色小吃， 增幅分别达到35%、28%和
27%。

在热闹的步行街， 不时有穿着红色、黄
色、蓝色外套的外卖“骑士”穿梭而过。 记者采
访一名从一家奶茶店出来的“骑士”，他说，国
庆假期的接单量是平日的三倍， 大部分的订
单送至酒店。

今年国庆期间， 来自长沙酒店的饿了么
订单，平均客单价达73元，订单增幅达34%，
住在酒店点外卖， 正逐渐成为旅游消费新潮
流。

根据数据， 来自长沙酒店的外卖餐饮订
单中， 五星级酒店住户点得最多的外卖是川
菜、湘菜，三星级酒店住户更偏爱快捷便当。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不同，长沙酒店的外卖
订单中，非餐类订单增幅明显。 其中，医药健
康类订单增长228%， 鲜花绿植类订单增长
127%，商超类订单增幅达66%。 随着民宿、酒
店式公寓等新式旅游住宿方式的发展， 在外
旅行也自己动手做一日三餐的新旅行习惯逐
渐受到认可。 同比去年，国庆假期饿了么平台
上长沙厨房生鲜的订单增幅达175%，水果类
订单增幅达86%。

不止眼前的吃喝， 文旅消费
同样少不了

好不容易排到队，吃饱喝足后，打算悠闲
地看部电影。 然而，国庆假期，看电影也得提
前抢票才行。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今年国庆假期最火
的无疑是《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
者》三部主旋律献礼片了。

10月6日， 在长沙开福万达广场电影院，
《我和我的祖国》每隔20至30分钟便有一部排
片，但每个厅依然人气火爆，距离开始放映的
近3个场次，均只剩下零星角落的位置。 根据
猫眼票房的数据，10月1日至5日，长沙累计电
影票房已达到5282.8万元。

传统演出场所人气不减。 5日23时，琴岛
演艺中心演出散场，大群观众涌出，可见人气
火爆；10月1日晚， 笑工厂新湖南大厦店开业
首演，南派相声引起了不少外地游客的兴趣。

“文艺青年”们喜欢观看展览和演出。 谢子
龙影像艺术馆展出“字在其中”汉字国潮艺术展，
致敬中国文化，搭配国庆气氛，十分应景；“铁臂
阿童木 AI最初的幻想———手塚治虫特展”热度
持续攀升中，勾起人们的童年回忆，成为不少动
漫迷的打卡地；长沙音乐厅的IRIDAS电声四重
奏音乐会， 为听众呈上了一场古典与摇滚的碰
撞；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舞台剧
《遇见自己》人气旺盛，艺术总监赖声川、主演萧
煌奇，让不少人慕名而来，现场火爆。

红色旅游是今年国庆假期的新亮点。 截
至10月5日， 长沙市麓山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8.33万人次， 刘少奇纪念馆接待游客4.4万人
次，胡耀邦故居接待游客2.01万人次，秋收起
义纪念园景区接待游客1万余人次。

省文旅厅4日发布数据：国庆小长假前4日，
全省纳入监测的125家旅游区（点） 接待游客
791.52万人次，同比增长14.0%；实现营业收入
5.23亿元，同比增长11.1%。城市周边游、乡村游、
生态游成为游客首选，自驾游火爆，旅游消费呈
现个性化、特色化、品质化、多样化趋势。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 （记者 熊远帆）
“我在这里画了一个铅笔人，因为铅笔人能
够自己在祖国的土地上画下美好的景
色！ ” 今天，5岁半的周泽恒在长沙图书馆
和200多名小朋友一起画下了自己期望下
的祖国美景。

在今天由长沙图书馆与长沙缤纷鸟国
际美术教育共同主办的“一颗童心献祖国”
系列主题活动现场，200多名小朋友在一
幅中国地图轮廓的画纸上， 以画笔描绘美
丽中国，以水墨书写爱国情怀，以手工作品

畅想美好未来，向祖国献礼。
活动通过美术教育来弘扬爱国主义，

以孩童的角度来理解祖国， 也引领更多的
父母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操。设置了“美丽中
国，缤纷同行”少儿画展、“70周年庆”美好
中国集体拼画、“我爱北京天安门” 小型装
置手作、你画我猜等互动活动。

此外， 长沙图书馆还展示了200余幅
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画作及天安门等造型
的手作， 孩子以绚丽的画笔涂写他们眼中
的大自然美景和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 (见习记者 王梅
聂沛)“祖国啊，您慈祥而温和，默默呵护我
们成长……”10月6日，“迎国庆”诗歌朗诵
会在衡阳市少儿图书馆火热举行， 衡南县
茅市镇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全泫铮， 慷慨
激昂地朗诵自创诗歌《我最爱的祖国》。

国庆假期， 为丰富小读者的课余文化
生活， 激发广大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和民族
自豪感，衡阳市推出系列红色教育活动，市
少儿图书馆开展了手工、 朗诵、 绘画等活
动，让孩子们在丰富多彩活动中欢度国庆。

“我们举办了‘迎国庆’手抄报、诗歌朗
诵、 军事模型制作等深受孩子们喜爱的活
动。 ”衡阳市少儿图书馆馆长李赛虹介绍，
他们还将开展做风铃、风筝等手工课程。

“我经常带孩子来图书馆参加活动，既
锻炼了孩子的口才， 又在潜移默化中加强
了爱国教育。”家住少儿图书馆附近的郭女
士说。

据了解，国庆假期，衡阳市少儿图书馆
全天开放， 截至6日， 已接待读者2140人
次，外借图书3950册次。

�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韬 甘丽莎） 国庆长假迎来返程
高峰。 今天，记者分别从高铁长沙南站、长
沙火车站获悉，6日至7日两天从长沙往北
上广深地区的高铁车票、 往郴州方向的普
铁车票已全部售罄。

高铁长沙南站今日发布消息称， 国庆
长假前5天，湖南高铁客流井喷，全省累计
发送高铁客流逾134万人次， 同比增长
18%； 其中， 长沙南站发送客流近72万人
次，同比增长15%。

国庆节（10月1日） 为高铁客流最高
峰。当天，怀化南站发送旅客近3万人次，同
比增长85.3%， 创下该站建站以来单日发
送客流最高纪录。

返程高峰到来，火车票一票难求。截至
6日16时，6日至7日两天，从长沙发往北上
广深的高铁车票全部售罄，省内怀化、邵阳
往长沙方向的高铁车票也基本售完。 6日
晚， 湖南增开了岳阳至深圳的临客高铁列
车，开始售票后1小时内，车票便全部售完。

往北上广的普铁车票基本售罄， 往郴
州方向的普铁车票全部售完， 其余省内方
向还有少量余票。

长沙火车站提醒旅客， 请提前到站换
取纸质车票， 也可到长株潭城际铁路车站
换取纸质车票。铁路部门特别提醒，请文明
乘车，严禁出现霸座、吸烟、吐痰等不文明
行为， 小孩在列车上哭喊打闹时要及时制
止、哄劝。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段晓辉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 中国人
民书写了一部厚重的史诗， 那么科技创新发
展则是其中最荡气回肠的章节之一。

十里长街，10万名群众、70组彩车组成的
36个方阵和3个情境式行进队，铺展出一幅壮
美的历史画卷。 来自华北电力大学的张家界
籍学生严嘉璇被安排在最具代表意义的19方
阵———“驱动创新”方阵。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庆典活动，是我在
刚刚好的年纪，刚刚好的时间里，遇到的刚刚
好的机会，我绝对不能错过！ ”很庆幸得到这
个机会，无论是头顶飞过的战斗机，令人惊艳
的武器装备，还是那体现着时代意义的彩车，
都让严嘉璇对发展迅速的中国感到骄傲。

“19方阵，出发！ ”现场，当指令台发出指
令时，严嘉璇的眼里瞬间充盈泪水。

严嘉璇在父母亲人的宠爱中成长， 她从
未吃过苦，这次训练对她来说是一个挑战。

训练场地从学校到马场、机场、阅兵村，
最后到长安街，常常中午集合、晚上回来，晚
上出发、清晨回来；离校时看学校日落，回校
时看学校日出。 其间，她躺过机场跑道，睡过
东单北大街， 也在长安街上看过八月十六的
月亮……

通过主席台的路程不超过5分钟，身着太
空服的严嘉璇热泪盈眶。“从游行队伍到观
众，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我
深深感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幸福的国
家。 ”

那一刻，对她来说，所有的苦都值了，“祝
祖国更加美好！ ”

�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 （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雷文明 文飞）10月5日17时， 我省交
警部门在S50长芷高速灰汤收费站检查时，
发现一辆从长沙开往宁乡的7座面包车存在
擅自改变机动车技术参数、 违规载货等违法
行为，便依法对驾驶员予以教育并处罚。

10月5日是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组织开
展的“逢五”高速公路整治行动日，全省公
安交警部门共出动警力12799人次， 出动

警车3230台次，重点查处疲劳驾驶、无证
驾驶、超速超员和违法占道、停车等10类
重点违法行为。当天，交警部门共查处交通
违法25856起， 其中查处重点交通违法
10783起，行政拘留21人，刑事拘留3人。

交警部门提醒， 国庆长假返程高峰来
临，驾驶员开车前须做好车辆检查，切勿疲
劳驾驶、 饮酒驾驶， 并提前规划好返程路
线，避开返程高峰期和易堵高速路段。

国庆假期消费忙，长沙又火了

200余名长沙儿童共同作画

一颗童心献祖国

严嘉璇：为祖国强盛而自豪

衡阳：儿童欢乐过国庆

国庆假期迎来返程高峰
长沙往北上广深高铁票售罄

交警部门高速公路整治行动日

一天查处交通违法25856起

荨荨（上接1版）
“这是我们独有的‘阅兵印’。”葛怀栋

骄傲地介绍道，在阅兵训练中，参训官兵要
用帽带固定住大檐帽。 时间一久， 上到将
军，下到基层指挥员，脸上都留下了这道醒
目的“勋章”。

“阅兵训练很辛苦，半年时间都算不清
走了多少公里的正步。”说着，他从行李箱
里拿出一副已被磨薄的鞋子铁掌， 在脚后
跟比划了一下， 笑道：“这已经是我参加阅

兵训练以来使用的第4副铁掌了，这就是我
的‘计步器’。”

葛怀栋的妻子唐静带着女儿也到车站
迎接。为让丈夫安心参加阅兵训练，唐静一人
操劳家里的事情，即使是今年9月因病晕倒在
工作岗位上， 也没有告诉丈夫。 直到阅兵结
束，葛怀栋才从别人那里得知了这件事。

“一直以来，我对家人亏欠很多。”葛怀
栋拉过妻子和女儿，主动要求合影留念。他
说，“军功章的背后，有她们的一份功劳。”

沈德良

国庆七天长假， 转眼间又到了 “余额不
足”的时候，“浪”了一圈的人又将踏上归途。

黄金周年年有，“人多” 恐怕仍旧是今
年“十一”黄金周的“风景”。高速路上，依然
有“两岸猿声啼不住，我才走了两三步”的
自嘲与无奈，一些旅游城市、主要景区“人
从众”的“摩肩接踵”重复上演。 “窝在家里
想着外面的精彩， 人在旅途又念叨家里自
在”，依然让许多人难以取舍。

但今年有新的亮点频现：在江苏扬州，
外地游客不仅可以把车停在政府机关的11
个内部停车场， 机关食堂提供价廉物美的
特色淮扬菜；在浙江衢州，不少机关单位停
车场免费向私家车开放；同样，为了给外地
游客提供便利，重庆市公安局、文旅委等每
天以短信、官微等方式，提醒本地居民错峰
出游。 “良心政府机关”“实力宠粉”……网
友、驴友们对这些城市的“好评”如潮。

俗话说，来的都是客。 洒扫门庭，以候
佳宾， 是古已有之的待客之道。 节假日期
间，外地游客无疑就是须以礼相迎的客人。
以更加周到细致的服务，让游客玩得开心、

玩得尽兴，是旅游经济的终极目标。
“山美水美人更美”，旅游经济说到底

是“美誉度”经济，既有硬件的比拼，更有舒
适度、美誉度的“货比三家”。 不是“爱来不
来，自然有人来”，而是“弱水三千”，每一瓢
都要饮好，每一个人都不能怠慢。 如今，产
业转型升级是大趋势， 旅游产业亦如此。
“世界那么大，到处可以游”，此处不待客，
自有待客处。 有专家警示： 放眼全球旅游
业， 旅游产业越发达的国家、 城市，“争客
源”的意识越浓。

游客用脚“投票”的结果，直接决定着
旅游城市、旅游景区的饭碗里，装的是“美
味佳肴”还是“清汤寡水”。 这些年来，国内
少数景区“由盛转衰”，便是前车之鉴。虽然
扬州、 衢州、 重庆等地优待外地游客的举
措， 并不能完全免除外地游客的所有烦恼
与不便，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城市
已在用心探究“待客之道”。

以心换心，以“待客之道”，让游客乘兴
而来、尽兴而归，才有可能成为游客眼里的
网红“打卡”地。 从这层意思上说，讲究“待
客之道”，同样是做大做强做优所有产业的
发展之道。

三湘时评

“待客之道”，即产业发展之道

保靖： 做好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向莉君 记者 彭业忠

10月6日上午10时31分，记者从保靖县山
脚的葫芦镇步行至葫芦村官庄组“10·05”火
灾现场，村民们向记者讲述着10月5日晚那场
意想不到的火灾。

官庄组是一个自然寨， 坐落在苍翠陡峭
的半山腰，全寨115户民房依山而建，是一个
地道的苗族村寨。 10月5日19时50分左右，村
里一名84岁智障老人用火不当， 导致家中失
火。 因一时没有充足水源用于扑火，再加上当
晚风力较大，火苗很快便往寨子里蹿。

村干部立即组织青壮年救火， 并疏散村
里的老人和小孩。 葫芦镇立即通知全镇干部

职工迅速赶往火灾地点，附近的瓦厂、葫芦、
米踏、尖岩、枫香等村寨的村干部及年轻劳力
也迅速前往现场救火。 经过近3个小时的扑
救，22时50分左右，主体火势被扑灭。 经统计，
63户283人受灾，无人员伤亡。

记者看到， 穿着湘西州消防支队古丈消
防、保靖消防、吉首消防服装的消防人员穿梭
在瓦砾间，对隐藏的火点浇水冷却处理。 县、
镇干部也拿着本子和笔， 挨家挨户记录受灾
情况。 电力、 水利部门工作人员忙着排查隐
患，维修损毁的电路和水管，保障受灾村民的
正常生活。

在现场， 葫芦镇党委书记梁科告诉记者：
“葫芦镇已经将受灾的8户村民安置在葫芦二

中，其余55户借住在亲戚家中，县里也拨付了临
时救助资金，给每户1000元用于购买生活用品，
并按每人每天20元的标准对受灾村民进行生活
补助。同时，连夜调集的棉被、油、米、衣服等生活
物品也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

葫芦镇官庄“10·05”火灾现场指挥部就
设在火灾现场旁的一户人家，从5日21时起一
直在忙碌的保靖县常务副县长、 救灾总指挥
符家盛告诉记者，县里已成立了现场处置组、
群众工作组、现场秩序组、事故调查组、应急
救灾组、生活保障组等8个小组，处置火灾现
场和善后工作。 当晚10时，湘西州委主要负责
人赶到火灾现场，对控制火情、消除隐患、核
实灾情、安置群众、灾后重建等工作提出了要
求，做了详细安排。 符家盛说，将严格按照省、
州、 县的要求， 做好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工
作，确保受灾群众在春节前全部搬进新家。

�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 （记者 龙
文 泱 通 讯 员 张 峰 毓 陈 格 子 ）今
晚，2019第二届中国·长沙青年舞蹈
季之全明星盛典在湖南大剧院举
行。 18位国内优秀青年舞者齐聚长
沙， 吸引了众多舞蹈爱好者前来观
赏。

《海盗》舞剧片段、《SHENG》舞剧
片段、《醒·狮》舞剧片段、《九儿》《卷珠
帘》 ……当代舞蹈表演艺术家滕爱民
及朱晗、张娅姝、李响、骆文博等优秀
青年舞者纷纷展示出拿手绝活， 舞蹈
种类涵盖现代舞、民族舞、古典舞、芭
蕾舞等，既有传统经典的呈现，也有当
下国际国内流行舞蹈的展示， 舞者们
精湛的表演、 优美的舞姿不时引发观
众的掌声和欢呼声。

2019第二届中国·长沙青年舞蹈
季由湖南省演艺集团、 省舞蹈家协会
主办，包括3大主体活动：全明星盛典、
舞蹈讲座、十余场精品剧目展演，旨在
通过传承与创新的融合弘扬、 发展中
国舞蹈文化， 为青年舞蹈家打造创作
表演平台。 接下来，将有舞剧《永不消
逝的电波》《红色娘子军》《春之祭》等
与观众见面。

全国青年舞蹈明星舞动长沙

� � � � � � 10月6日，舞者在表演《SHENG》舞剧片段。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龙文泱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