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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自驾游 、 体育旅游等
新业态亮点频现

10月7日傍晚， 黄金周已接近尾
声，凤凰县老洞自驾车营地，八方游客
与帐篷为伴，以无边泳池为景，听着寨
子里的幽默小戏， 红歌声依然此起彼
伏。

无论是周边，还是长线，假日选择
自驾的游客日益增多， 黄金周期间湖
南自助自驾游火爆。 邵阳武冈露营公
园自驾车排成长龙，游客直呼“一帐难
求”。 9月30日试运营的长沙市望城区
月亮岛日均接待游客2万人次，星空露
营基地和10余种生态房车吸引了游客
驻足。

不仅是自驾游，体育旅游、低空旅
游、康养旅游等旅游新业态不断涌现，
成为假日旅游消费的新热点。

常德市以柳叶湖42公里环湖高规
格赛道为支撑，环湖骑行游、慢跑游等
体育旅游蓬勃兴起。

汝城县白云仙航空运动休闲度假

旅游景区开启了新玩法。 在专业飞行
教练的指导下，游客飞行到空中，俯瞰
白云仙万亩良田、 花海基地的绝美景
色。国庆假期，低空飞行日接待能力达
800人，预约飞行的游客每日600人左
右。

宁乡灰汤温泉、慈利江垭温泉、汝
城热水温泉、 宜章莽山温泉等康养度
假主题持续升温， 吸引了游客全家参
与。

精品线路融入文化，丰富
游玩体验

10月1日，全国首台新民族音乐秀
《生养之地》， 在武陵源区黄龙音乐厅
公演， 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感受原生态
民俗文化的魅力。

常德市中国桃花源景区举办农民
丰收节、圣火长街宴、寻梦桃花源体验
式情景演出等文化活动， 吸引大量游
客参与体验。

溆浦县雁鹅界古村景区为游客献上
了一道道颇具烟火味的“民俗大餐”———

“雁舞金秋·花飞花瑶” 喜宴和夜间实
景剧演出。 原汁原味的花瑶民俗文化

展演成为景区火爆的动力， 远道而来
的游客络绎不绝。

国庆节前， 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
伟人故里、魅力湘西、大美洞庭、湘赣
边红色旅游、精彩湘南、湘中大梅山6
条“爱上湖南”文化旅游精品线路，以
及浏阳市文家市镇、永顺县芙蓉镇、洪
江区古商城小镇等“湖南省首批十大
特色文旅小镇”，把湖南境内的奇秀山
水、红色经典、古镇古村等特有文化旅
游资源， 巧妙地串珠成链， 供游客选
择。

“游客不仅赏湖光山色，对湖南的
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也有着浓厚的兴
趣。 ”省旅行社协会会长左毅说，文博、
非遗等文化资源正在向旅游精品线路
整合，黄金周期间各大景区推出的文旅
融合产品，丰富了游客的游玩体验。

夜间文旅活动助推假日
市场繁荣

黄金周期间，在长沙铜官窑古镇，
不同主题的客栈给夜宿铜官的游客不
一样的宁静体验。 笑工场新湖南大厦
店10月1日开业首演以来， 现场火爆。

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舞台剧《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
《遇见自己》场场座无虚席。

长沙素有“不夜城”之称，这个黄
金周，国内外众多的游客打卡“网红城
市” 长沙， 丰富多彩的夜间文旅活动
“点燃”了长沙夜间经济。

夜游消费的版图在全省还在不断
扩张。

郴州裕后街的夜晚成为湘南明珠
之城的名片，看湘南古民居、体验湘南
民俗、品湘南民间小吃，令人流连忘返。

溆浦穿岩山景区枫香瑶寨的篝火
晚会、民俗酒吧让游客停下了脚步；洪
江古商城夜游潮玩活动， 向游客展现
古城夜间迷人风姿。

凤凰古城《边城》大型实景演出、
吉首矮寨奇观旅游区《山风鼓韵》大型
实景演出、乾州古城《巫傩湘西》大型
民族非遗歌舞晚会“一票难求”，丰富
了夜游项目。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 文旅融合新供给新产品带动形成
假日消费新热点， 夜间文旅活动成为
假日市场繁荣的助推器。

� � �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 （记者 宁奎）
国庆长假，张家界秋色迷人，广大游客
或亲近山水，或品鉴文化，或体验民俗。
10月1日至7日， 张家界市共接待游客
343.05万人次，同比增长18.12%，实现
旅游收入25.86亿元，同比增长23.71%。

拥有“绝版山水”的张家界，主流

景区依旧受到游客热捧。 数据显示，
武陵源核心景区、天门山景区、大峡
谷景区三大景区接待量超过10万人
次。 同时，九天峰恋、黄龙洞、宝峰湖、
土家风情园、溪布街、张家界千古情、
魅力湘西、天门狐仙、万福温泉等景
区接待游客均过万人次。

红色旅游线路深受游客欢迎，全
市各大红色景区景点每天游人如织。
其中， 贺龙纪念馆接待游客5.26万人
次，洪家关美丽乡村接待游客5.5万人
次，刘家坪接待游客2.67万人次。

与此同时，在广大乡村，游客到
石堰坪村欣赏百年吊脚楼，到罗潭村
探寻土家农耕文化，到红岩岭体验户
外探险之乐。 马儿山、禾田居山谷、琵
琶园等乡村旅游点，都迎来了上万人
次游客。

� � �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叶子君） 今年国庆长假恰逢
新中国成立70周年，铜官窑古镇受到
游客追捧。 10月1日至7日，古镇累计
接待游客逾10万人次，营业收入突破
1000万元，创下景区客流与营收数据
双新高。

长假期间，铜官窑古镇为游客们

精心策划了“相聚铜官，为祖国庆生”
系列活动，推出了“同吃一碗面，共祝
祖国好”、绣国旗颂祖国、《祝福祖国》
大合唱、国庆主题无人机群灯光秀等
互动体验与观赏项目，古镇的大街小
巷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赚足人
气的同时营造浓厚的节庆氛围，为市
民、 游客奉上丰富的文化旅游大餐。

此外， 古镇每天还有丰富的街头巡
游、铜官鼓韵、古筝演奏、民俗百戏、
综艺秀等近百场演出节目，让游客们
流连忘返。

作为长沙文化旅游推介会暨“点
亮中国夜经济版图”首发仪式的举办
地，古镇推出的“夜游铜官”“夜宿铜
官”等新兴产品在长假期间也受到越
来越多市民与游客的青睐， 铜官水
秀、百架无人机表演等旅游产品受到
游客好评，形成消费新动力。

国庆“株洲游”火爆
接待游客424.33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25.83亿元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记者 张咪 通

讯员 李茂春） 记者今天从株洲市文旅广
体局获悉，国庆假期株洲市接待旅游总人
数424.33万人次，同比增长10.67%，旅游
总收入25.83亿元，同比增长18.16%。

为扎实做好国庆假期旅游工作，株
洲市制定《“迎国庆 保平安”安全生产及
平安株洲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成立安全
检查组，对相关旅游景区、旅行社和旅游
星级饭店开展各类专项检查，并对各旅游
企业提出了工作要求。该市文旅广体局坚
持24小时值班制度， 及时接听和处理游
客问询和投诉， 确保游客度过一个安全、
顺畅、舒心、喜庆的国庆黄金周。

10月5日，数百名学生聚集醴陵市
李立三同志故居，接受红色教育。 学生
张天钰说，通过参观，知道李立三对人
民忠心耿耿， 对敌人的斗争坚决勇敢，
他的精神值得学习。 国庆假期，株洲红
色旅游大受欢迎，醴陵市李立三同志故
居、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炎陵县红军标
语博物馆等红色景区接待了大量游客。
其中，醴陵市各红色景区日均接待游客
量超8000人次。

国庆假期， 株洲市马家河“万丰
湖”、云田村“花海人家”、渌口区田园山
庄、松西子“果蔬园地”、鸡嘴山“生态庄
园”等乡村旅游车水马龙，宾朋盈门。该
市还利用独特的工业特色，开发了一批
新业态旅游产品， 如直升机观光体验、
工业研学游、酒仙湖亲子帐篷露营嘉年
华等，带给游客不一样的体验。

� � �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 （见习记者
聂沛 通讯员 文兰） 夕阳无限好，人
间重晚晴。 10月7日上午，衡阳市南岳
区举办“祥和中国节·重阳登寿岳”活
动，推出“重阳登寿岳”旅游线路，吸
引众多游客重温重阳习俗，祈福健康
长寿。

几千年来， 南岳衡山一直被视为
“长寿、 昌荣” 的象征。 该旅游线路将
“寿”文化和“孝”相结合，将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相融合，观景、感怀两不误。游
客可从南岳万寿广场登临万寿大鼎，感
受南岳独特的“寿”文化。随后乘坐游览
车抵达南天门， 与寿比南山石合影，插

一支茱萸，登高远眺，感受“五岳独秀”
美景。 再继续往上，到达南岳最早的古
刹之一“上封寺”，“打卡”孝心石，分享
“寿桃”，享受幸福时光。

“既能欣赏南岳衡山的秀美风
光，又能感受名山古刹厚重文化。 没
想到能把传统的重阳节过得这么有
仪式感！ ”陪父母来南岳登高的长沙
游客徐女士说。

据悉，国庆黄金周期间，南岳共
接待游客64.3万人次。

红色绿色交相辉映
国庆黄金周怀化接待

游客逾300万人次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记者 肖军）
10月7日，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皇都
侗文化村红旗招展，身着侗族服装的村
民表演芦笙舞、侗族大歌、侗琵琶弹唱，
千人合拢宴更是场面壮观，让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如醉如痴，流连忘返。 喝着
侗族姑娘献上的侗乡米酒，来自广东的
游客陈建国感叹：“在怀化旅游这几天，
感受到这里山甜、水甜、人更甜。 ”

今年国庆长假，怀化以“甜甜的怀化”
为主题，结合自身资源，重点推出红色文
化旅游和生态文化旅游。在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的浓浓氛围中， 怀化红色经典
线路成为旅游中一抹靓丽风景线。芷江受
降纪念馆、溆浦向警予同志纪念馆、会同
粟裕同志纪念馆、通道转兵纪念馆游客如
织。 溆浦向警予广场举行“照亮中华文明
的先哲———中华思想大家”展览活动，引
领游客重温红色历史经典。会同粟裕同志
故居和纪念馆举行“赞颂辉煌成就、军民
同心筑梦”国防主题教育系列活动，通过
红色故事宣讲、配乐诗朗诵、播放《粟裕大
将》纪录片等，广大游客重读英雄故事。

国庆假期，雪峰山雁鹅界古村景区，
彩旗猎猎，群情飞扬。这里举办的“雁舞金
秋·花飞花瑶”喜宴和实景演出，向来自各
地的游客展示了雪峰山悠久神秘的历史、
绚丽灿烂的自然风光和古老花瑶文化习
俗与风土人情。怀化充分利用古村、古镇、
古城和生态资源丰富的特点，通过文旅融
合，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本地生态文化和历
史文化相融合的旅游主题活动，让广大游
客感受怀化的独特魅力。

据统计，国庆黄金周7天时间，怀化
接待游客304.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5.13亿元，同比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我
们司机解放了， 可以按时上下
班，休息日也能休息。”10月7日，
在辰溪县一家机关单位当司机
的张庆和感触颇深。

张庆和刚刚带领全家从广
西桂林旅游回来， 他对记者说：
“要不是规范用车和公务接待，
刹住了公车‘私奔’，我哪有时间
陪家人出去旅游？ ”

张庆和当兵16年，转业到现
在的单位当司机已22年。“单位
车辆公用三分之一，领导用三分
之一，司机用三分之一，这是以
前公车使用大致状况。 ”张庆和
直言不讳地说，“我也曾用公车
接过家人。 ”

“那时候当司机很累。 ”张庆
和介绍，每到假期，基本上开车
在外面跑，没有休息时间，上下
班也不能按时，很少有时间与家
人在一起，家人颇有意见。 更没
时间锻炼， 体重越过了红线，患
上了脂肪肝，多项指标亮起了红
灯。

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从
中央到地方狠刹“四风”问题，公
车私用少见了，公务接待规范且
大幅减少，张庆和可以按时上下
班了。“解放”了的他，生活有规
律，锻炼有时间。 每天早上在一
墙之隔的学校操场跑步锻炼身
体，晚饭后到县城的熊首山森林
公园爬山， 体重下降了十多公
斤， 各项身体指标归于正常；周
末则陪妻子逛逛商场，妻子的笑
容也多了。

文旅融合新供给新产品带动形成假日消费新热点———

旅游新体验 消费新动力

张家界：国庆“打卡”成潮流
接待游客、实现旅游收入均大幅增长

感受“寿”“孝”文化
南岳推出“重阳登寿岳”线路

铜官窑古镇迎客逾10万人次

红色景点备受青睐
10月6日， 道县陈树湘生平事迹陈列室， 游客在参观游览。 国庆假期， 众多游客来此领略红色文化、 学习革命先

烈精神。 蒋克青 唐小峰 摄影报道

机关老司机喜说新变化：

八项规定刹住公车“私奔”

湖南日报记者王文隆 唐璐 张福芳

国庆黄金周，网红长沙“夜经
济”火爆异常。

绚丽璀璨的橘子洲焰火、人
潮涌动的太平街、 江火通明的渔
人码头……无不展现出迷人的长
沙夜生活，擦亮了长沙“不夜城”的
金字招牌。

从美团吃喝玩乐游等各品类
夜间消费订单看， 今年国庆长假
期间， 长沙市夜间消费同比增长
18.1%，增幅排名全国第三，“夜经
济”点燃了黄金周长沙消费。

美食集聚人气
黄金周期间， 在长沙市中心

吃顿晚饭，排队是一种常态。
“中华老字号”火宫殿，是长

沙集传统民俗文化、火庙文化、饮
食文化于一体的具有代表性的大
众场所， 特别是火宫殿的风味小
吃享誉三湘。 夜幕降临，这里早已
人头攒动。 店员介绍，凌晨1时还
有人在排队。

作为典型的“夜经济”业态企
业，文和友海信店已成为网红“打
卡”圣地。 10月4日晚上9时许，武
汉游客张磊此时的排位号是5000
多号，“等两三个小时我也愿意，
想来这品尝长沙的美味， 也想来
这寻找老长沙的记忆。 ”

夜间是重要的餐饮消费时
段。 长沙夜间餐饮业种类众多，有
八大菜系中的湘菜， 有街头热卖
的小吃，有最接地气的烧烤。 这当
中，湘菜是最受青睐的菜品，湘菜
门店数占据长沙人正餐第一，每5
家正餐店就有一家湘菜馆。

据美团大数据统计，长沙在夜
间餐饮消费城市排名第16位。今年
国庆假期，美团平台长沙夜间餐饮
消费交易额较去年同比增长47%。
晚8时至凌晨2时是夜间餐饮消费
最为集中时段，消费额占夜间餐饮
消费总额的9成以上。 游客夜间最
爱点的长沙美食是臭豆腐、 大香
肠、牛肉粉，下单最集中的地方是
太平老街、火宫殿、华龙街。

购物引领消费
黄金周， 在长沙“夜间买买

买”也是一大亮点。
“十一”期间，长沙五一商圈、

黄兴路步行街、 梅溪湖梅澜坊夜
购集聚区均延长营业时间， 一般
延长至23时，有的延长至24时。

五一商圈是“夜经济”发展
的前沿阵地， 拥有商业街20多
条、 商业网点2万多个。 国庆假
期，这里人流明显增加。据介绍，
10月1日黄兴路步行街客流是平
时的5倍以上，仅地铁1号线步行
街黄兴广场站和南门口站进出
乘客就超过10万人次。五一商圈
商场消费同比增长15%，其中夜
间消费超5成。

除了延长时间，长沙许多商
场还推出“满减”、折扣、满额抽
奖等促销活动。“刚上新的秋款
也有折扣，真的很划算。 ”来自怀
化的张女士告诉记者。

一些商场纷纷展现出“文
艺范”“体育范”“科技范”。 长
沙国金中心推出“中意艺术家
交流展”， 步步高梅溪新天地
推出万枚主席像章艺术展，悦
方 IDMALL南广场还上演炫酷
花式篮球、街舞battle战等酷炫
表演……“老婆逛街， 我们看

展。 ”长沙市民邓先生对这样的
融合很满意。

“商业+文化、商业+体育、
购物+娱乐……不同业态的融合
正在促进夜经济的发展。 ”芙蓉
区商务局局长戴静表示。

文娱千姿百态
“夜长沙”已不仅仅局限于

餐饮、 购物等传统消费领域，文
化、艺术、演艺等领域的“夜姿
态”更是丰富多彩。

国庆假期，湖南笑工厂天星
阁店和新湖南店、 田汉大剧院、
象牙红剧场等老牌剧场都增加
了演出场次，场场爆满，吸引了
五湖四海的朋友。

新兴网红景点梅溪湖文化
艺术中心从10月4日开始上演精
彩剧目，“前3天没有演出， 但前
来打卡观光的游客很多。 ”艺术
中心保利剧院销售经理许杰告
诉记者。

10月4日晚10时，化龙池繁
花里酒吧迎来当晚第二轮客人，
驻场歌手阿牛正在深情演唱民
谣，广州女孩何灿和朋友将拍摄
的“演唱视频”上传至抖音，集齐
了100个点赞，成功获得该酒吧
1000元酒水减免券。

齐腰襦裙、琵琶飞袖、点绛
红唇……城市游园、 热门景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身着汉服，闪
亮登场。

4日晚11时， 都正街一家网
红汉服店内依然有很多试穿的
顾客。店员潇湘告诉记者：“这几
个晚上来买汉服的消费者特别
多，大部分是外地顾客，光网上
的订单就有100多个，营业额比
平时至少多了50%。 ”

服务细致入微
如何让夜间经济更好“点

亮”城市的夜空，这不仅是一道
经济命题，也是一道治理和服务
考题。

夜经济已经是各大城市竞争
的新赛道。 长沙市委、市政府对发
展夜经济高度重视， 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制定系列政策举措。

为促进国庆假期消费，长沙
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忠雄在“点
亮中国夜经济版图” 首发仪式
上，向全国发出邀请，希望各地
朋友趁国庆长假多到网红城市
长沙走一走看一看，吃一吃游一
游，一时间“刷屏”朋友圈。

为充分激发国庆假期夜经
济活力， 长沙市建立由商务、文
化、交通、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
共同参与的“夜经济”协调联动
机制，举办各类活动挖掘夜间消
费潜力，延长13条公交线路夜间
运营时间，维护夜间交通和夜市
经营秩序， 让夜经济火起来，让
城市夜晚亮起来。

10月2日晚8时许，一名马来
西亚游客走进天心区夜经济服务
中心咨询：“请问悦方IDMALL怎
么走？ 我在那预订了一间酒店。 ”
值班员亲自带着他找到酒店。

天心区委副书记朱远红介
绍，为活跃夜间市场，天心区加
大对假冒伪劣产品打击力度和
移动支付安全保障力度，对流动
摊贩予以规范，对人流密集区进
行24小时保洁、保卫，以自己的

“辛苦” 指数换取商家和消费者
的“幸福指数”。

“夜经济”点燃
黄金周长沙消费

湖南日报10月7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文紫湘 蒋文璇 ）10月7日下
午， 新田县红六军团小源会议旧址、
蒋先云故居、郑作民故居开展“继承
革命先辈旗帜、 弘扬红色文化精神”
展示活动， 吸引1000多名游客参观。
10月1日至7日，永州市红色旅游“引
燃” 国庆黄金周， 全市共接待游客
279.8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3.35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25.16%、29.73%。
永州市有李达故居、 陶铸故居、

江华故居等一批红色景点， 特别是
红军长征经过永州和在湘江战役
中， 留下了陈树湘等烈士可歌可泣
的英雄事迹。国庆黄金周，该市依托
丰富的红色资源， 开展系列活动，带
动全市旅游热。 永州博物馆举办陈
树湘烈士事迹展览， 新田县推出红

色文物展览，东安县、双牌县在老山
界景区、 阳明山红军长征遗址群开
展“徒步重走长征路”等活动，金洞
管理区开展祭扫红军墓、 送红下乡
等活动。 道县陈树湘烈士纪念园、冷
水滩区李达故居、 祁阳县陶铸纪念
馆和陶铸故里、 东安县唐生智故居、
江华瑶族自治县江华故居等红色景
点，以丰富的图文、影像资料，展现
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爱国将
领的爱党爱国情怀， 让人们难以忘
怀。

永州：红色旅游“引燃”黄金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