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我们自
己的狂欢节！”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李卓 付婵

2月14日上午， 岳阳市巴陵广场上
喜气洋洋 ， 岳阳楼 区 “我 们 的 节
日———元宵” 大型广场文艺汇演在这
里举行。 该区各街道、 社区200名演员
激情献艺。 近万市民沉醉在歌舞的海
洋中。

“这是我们自己的狂欢节！” 区长
黄伟雄介绍说， 2013年， 该区财政总
收入达18亿元， 70%用于民生实事，
其中新建社区文化活动室、 文化小广
场18个， 开展大型群众性文化活动40
场。 在2013“欢乐潇湘” 大型群众文
艺汇演中， 大批优秀节目获省、 市级
荣誉， 列居全市各县前茅。

《天官赐福》 拉开了闹元宵文艺
演出的序幕。 一时间， 唱的、 扭的、
舞的， 精彩纷呈； 吹的、 打的、 弹的，
喜庆奔放， 让市民春风满面； 区文化
馆的器乐串烧 《斗牛》、 《赛马》， 让
人激情满怀。 岳阳楼办事处10位“铁
梅” 精彩演绎了现代京剧表演唱 《光
辉照儿永向前》。 作为洞庭渔歌的传承
人， 陈岳林夫妻和伙伴们在台上光着
脚丫忘情表演 《洞庭渔歌》， 博得观众
阵阵掌声。 区文体新局局长周和平告
诉记者， 目前该区群众文化艺术团队
已发展到120支， 常年参与群众多达2
万人； 《我们的节日———元宵》 是该
区连续10年来打造的品牌群众文化活
动。

诗意元宵
浪漫长沙

10万份诗签从天而降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当古今中外的诗歌通过五颜六色的降
落伞从头顶突然飘落， 天空该是怎样
的美丽？ 在西方情人节“撞上” 中国
传统的元宵佳节的今天， 金鹰955电
台策划了一次“城市上空飘落的诗
歌” 活动， 在长沙全城通过直升机撒
下10万份诗签。

下午3时， 满载10万份诗签的两
架R44型直升机， 从湖南广播电视台
前坪起飞， 开始定点向长沙城投放。
从世界之窗到烈士公园， 从橘子洲头
到梅溪湖， 从黄兴路步行街到东方红
广场， 悬挂着诗歌的小降落伞从天而
降， 形成一道蔚为壮观的“诗歌雨”。
不少市民纷纷驻足， 接住诗签低头吟
诵。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
东流”、 “姐姐，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我只想你” ……据介绍， 此次活动的
诗歌均选自古今中外的名家大师， 共
5000首， 囊括了从古代到现代、 从
国内到国外的诗歌。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飘落的诗歌还包括很多关于长沙
的诗词， 如 《沁园春·长沙》， 以及谭
仲池、 彭国梁等众多湖南本土诗人的
作品。

洪江龙狮争霸
闹元宵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章斌） 今天， 在中国第一古商
城———洪江古商城， 一年一度的龙狮
争霸大赛在体育馆开锣， 来自古商城
各企事业单位的20余支代表队参与
本次比赛， 现场座无虚席， 赛后各龙
狮队彩街巡游， 更是将节日的氛围推
向高潮。

记者在洪江古商城新民路看到，
应接不暇的龙狮表演队伍备受游客和
当地居民追捧， 凡是龙队经过， 街道
两边的人争先恐后的从龙身下钻过，
欢声笑语充盈整个现场， 一片欢乐祥
和的氛围。

“贡 （当地方言意为钻） 龙是我
们当地的一种习俗， 预示在新的一年
里平安健康、 吉祥如意。” 一位当地
向姓居民向记者介绍， 彩街是指彩色
装扮后显得喜庆的街道， 又意为踩
街， 说的是元宵节这天上街漫步的意
思， 所以在这一天朋友之间打招呼都
是说“彩街贡龙吗？”

在新民路经营饰品店的屈小姐
说： “洪江的年味越来越浓， 初一到
今天活动不断， 天天都还有免费的电
影看， 感觉今年春节人比往年又多了
些”。

据洪江区旅游局局长潘勇介绍，
洪江古商城春节期间开展了包括财神
祈拜典礼、 龙狮迎新春、 嵩云祈福运
等十大民俗文化活动， 得到了广大游
客和当地民众的一致好评。 今年将继
续着重挖掘和展示洪江传统文化， 加
紧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努力创建4A
级景区和打造旅游目的地城市。

始于秦汉， 盛于唐宋， 经千年而不
衰，被誉为“江南最大灯会”、“土家狂欢
节”、“全国五大节庆文化品牌之一”———

“永定元宵灯
会”乐翻天

本报记者 尹超 向国生
通讯员 易善任 宋伟

灯的海洋、歌的海洋、花的海洋、人
的海洋……2月14日，张家界市“永定元
宵灯会”现场，100多支自发参演的本土
民俗歌舞表演队、3000多名城乡群众演
员及踊跃参演的“洋”演员、30多万市民
及中外游客，从清晨到深夜，不断会聚永
定城区，共同奏响新春乐章。

“扎、唱、舞、挤、嗨”是“永定元宵灯
会”的特色与关键词。从除夕至元宵，传统
手工技艺与现代灯光技术融合，“扎”出

“永定元宵”的独特胜景；从昨晚到今夜，
身着土家族、白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节日
盛装的民间艺人，走街串巷，用花灯戏、阳
戏、山歌，“唱”出“永定元宵”的传统文化；
高花灯、狮子灯、龙灯、土家摆手舞、白族
仗鼓舞，跳上舞台、舞入人海，“舞”出“永
定元宵”的神秘传说；这一夜，无论是耄耋
老人、垂髫孩童，还是城里人、乡下人，还
有慕名而来的中外游人，都会涌上街头，
挤一脚泥、挤一身汗，“挤”出“永定元宵”
的别样快活；和着大筒、二胡的韵律，跟着
锣鼓、铙钹的节奏，扭动腰肢、大声吆喝，
忘我狂欢，“嗨”出“永定元宵”的千年狂欢
……

“永定元宵灯会” 挥舞着快乐、播撒
着希望、凝聚起力量，千年狂欢、狂欢千
年。 张家界人的新年，至此被推上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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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淦璋

两款保险理财产品共5.8亿元额
度，3分钟内被一抢而空， 这是2月14日
上午10时开卖的“余额宝用户专享权益
二期”产品的火爆场景。 互联网金融的
强大号召力，在元宵节这天再度彰显。

卖的是保险：
保本保2.5%年化收益
由于信息披露不充分， “余额宝

用户专享权益二期” 产品近日来给人
的印象是“一年预期收益率7%、 全国
预约人数超百万”， 但没有阐述投资方
向。

2月14日上午9时50分， 记者登录
其官方网页看到， 对应销售的是珠江
人寿汇赢1号、 天安人寿安心盈B款两
款保险理财产品， 发售规模分别是3.8
亿元、 2亿元。 每种产品都有产品条
款、 产品说明书、 投保提示书， 1000
元 （即1份） 起卖。 如珠江人寿汇赢1

号介绍说， 若被保险人身故， 赔付账
户价值的105%。

尽管“预期年化收益率7%”的招牌
十分醒目，但上述两款产品都有小字提
示：这是万能型保险理财产品，保证本
金安全， 并有最低2.5%保底年化收益。
最终结算利率可能跟7%预期年化收益
持平，也可能略有高低。 为一年期产品，
未满一年提取会产生手续费。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理财中心的理
财师告诉记者， 一般而言， 万能险所
缴保费一部分用于保险保障， 一部分
用于投资账户， 保障功能相对灵活。

玩的是秒杀：
100个人中有5个人抢到
2月14日10时整准时开卖。 记者点

击珠江人寿汇赢1号的“马上抢购” 按
键， 页面几次跳转后， 显示“481人已
购买”。

记者随后点击天安人寿安心盈B
款， 进入到页面查看了一会产品介绍，

此时再点击“购买” 按键， 页面显示
“系统忙， 暂时无法处理您的请求”。
10时03分左右再刷新， 两款产品均为
销售满额状态， 显示“还有人未付款，
30分钟内将陆续取消不付款订单， 也
许你还有机会购到。”

至上午11时， 上述两款产品全部
售罄， 无法再点击任何“购买” 按键。
13时左右， 天安人寿安心盈B款突然冒
出“紧急追加3亿元额度” 字眼， 再度
开放购买， 但不久也宣告售罄。

据支付宝方面称， 第一轮开抢3分
钟之内， 两款产品5.8亿元就全部拍完。
全天共有51.4万人参与抢拍， 2.8万用
户抢购成功。 其中， 12人购买了总值
100万元(即1000份)产品， 6306人购买
1000元 （即1份）。

火爆背后：
互联网金融拓宽销售渠道

从活期理财扩展到1年期定期保险
理财， 余额宝火爆依旧。 省会不少银

行业人士向记者感叹， 同样是货币基
金 、 保险理财产品 ， 穿上余额宝的
“马甲” 就风靡全国， 由此来看， 银行
业必须放下姿态来求变。

分析人士称， 互联网金融拓宽了
保险产品的销售渠道， 降低了销售成
本， 是件好事。 事实上， 马年伊始，
各路互联网巨头、 银行、 电信、 基金、
券商都开始正视互联网金融的巨大威
力。 如长沙银行、 光大银行的微信平
台， 均在今天推出了元宵节特惠活动。

不过， 回到产品本身， 此次余额
宝“元宵理财” 的一年预期收益率能
否达到7%， 始终引发各界争议。 据统
计数据， 2013年险资的投资收益率只
有5.04%， 而这已经是近四年来的最高
水平。

理财专家建议， 市民手中有余钱
选择投资渠道， 除了看收益率之外，
也需兼顾到资金流动性、 投向和期限
等因素， 银行渠道和互联网金融都可
多多留意， 宜选择正规渠道。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李妍◎

春运进行时

今日迎学生铁路出行高峰
17日后各方向火车票宽裕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肖志锋 彭禄加）
记者今日从广铁集团获悉， 2月14日当天， 湖南各大火车站
发送旅客35万人次， 同比增长4.5%。 随着各大高校开学日期
的接近， 15日将迎来学生客流高峰， 预计发送学生旅客22万
人次。

目前， 湖南地区各大火车站学生票的预售期是20天。 截
至14日18时， 16日前， 往广州的高铁票已经售完； 2月17日至
24日， 长沙南、 衡阳东前往北京、 武汉、 西安、 广州方向的
高铁仍有余票； 2月18日至24日， 长沙火车站前往上海、 重
庆、 福州、 北京方向尚有余票； 2月17日至24日， 衡阳火车站
前往广州、 上海、 南昌方向还有余票。

今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提高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黄歆） 记者今天

从省物价局获悉，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促进粮食生产发
展， 今年从新粮上市起， 适当提高主产区2014年生产的稻谷
最低收购价水平。 2014年生产的早籼稻、 中晚籼稻和粳稻最
低收购价格分别提高到每50公斤135元、 138元和155元， 比
2013年分别提高3元、 3元和5元。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王颖 文艳）2014梅溪湖国际灯光节暨元宵灯
会之情人节元宵节特别活动，今晚在梅溪湖国
际新城上演。梅溪湖成了灯的海洋、爱的海洋、
人的海洋。

晚上8时，梅溪湖西片区规划展示广场、音
乐喷泉广场及节庆岛上演一场3D巨幕楼宇表
白，长沙史上最浪漫的情人节万人祈福仪式盛
大开幕。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联手中广
天择传媒引进最先进的3D投影技术和亚洲最

大的投影设备，给现场观众带来一场世界级的
视觉享受，玫瑰花海“时空隧道”、“海底世界”、
“龙凤呈祥”、“马到成功”等主题引得市民啧啧
称奇，当巨大的“我爱你”首次亮相梅溪湖，成
为了本次3D巨幕投影的经典时刻， 引得市民
纷纷拍照留念。

以西片区规划展示广场为起点，至梅溪湖
音乐喷泉广场，展开“2·14纯爱之路”。 全程一
共2.14公里， 人气演员团组成的情侣开路先
锋，以及夫妻情侣代表、金婚白发恩爱夫妻、网

络情缘、滑板情缘、时装情缘等千对恋人，互相
牵着另一半的手，跟随主题花车，一起走向幸
福的百万玫瑰花海终点。 据了解， 当晚共有
1200对情侣牵手徒步走完了这段纯爱之路。
情侣们走完“纯爱之路”后，在梅溪湖畔进行放
灯仪式，一起为马年祈福祝愿。据悉，本次梅溪
湖情人节万人祈福仪式摒弃了传统的歌舞表
演， 以花车巡游和视听盛宴为主要设计元素，
将极致浪漫与群众互动做到了完美合一。 据
悉，本届灯光节将延续至2月23日。

3分钟横扫5.8亿元

余额宝网上“卖保险”生意火爆

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杨
志前）元宵佳节的浏阳城，处处热闹非凡，流光
溢彩。 连续两天，一场主题为“跃马腾飞·激情
跨越”的2014年元宵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在浏阳
河畔激情上演。

今晚的环保艺术音乐焰火秀突出环保、艺

术、激光、音乐四大主题，现场呈现了流淌不尽的
瀑布焰火、彩虹桥、烛光搭建起巨型的航母等几十
个炫丽画面，是浏阳花炮“科技创新、文化创意”转
型发展新成果在新年的一次完美展示。 在这浪漫
的烟火下，恋人们紧紧相偎许愿，接受来自情人节
最浪漫的祝福。随着焰火升腾，“‘焰’遇浏阳河，一

世情人节”元宵节旅游宣传推广活动也同时举行。
佳节期间，浏阳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大围山国家
森林公园联合大围山野外滑雪场及“浏阳河之夜”
周末演艺剧场， 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 除此之
外，此次元宵系列活动还有文艺演出、灯谜竞猜、
舞龙表演等一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梅溪湖成欢乐海洋

浏阳河畔尽赏多彩民俗文化

欢乐今“宵”

③图为2月14日晚， 璀璨的烟
花在湘江上空美丽绽放。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②图为2月14日，居民在长沙
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浏阳河社区
举办的元宵喜乐会上猜灯谜。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师志伟 摄影报道

①图为2月14日，张家界市“幸福
张家界，狂欢元宵节”民间文艺展演
火热开幕。 张明涛 摄

④

①

②

③

④图为2月13日， 长沙市天心
区青山祠社区举办“邻里守望乐陶
陶元宵喜乐会”。 社区居民邀请身
边的空巢老人和小朋友，一起表演
节目、猜灯谜、煮元宵，欢欢喜喜迎
接元宵佳节。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