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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的一天 ， 笔者在
湖北洪湖市中医医院风湿科
一病区，见到了一对“谈笑风
生”的 50多岁老夫妻。

这对来自江西新余分宜县
杨家镇的老夫妇是因丈夫鲁
师傅的类风湿关节炎症状减
轻，能自如行走，因而“笑声不
断”。他们的喜悦发自内心，感
染了我这个“局外人”，也为患
者的康复感到高兴。一心牵系
着丈夫健康的鲁大娘话匣顿
开， 直言这个时刻等的太久，
来的太晚了，因为他们经历了
四年艰辛而曲折的求医之路。

四年前， 一直在工地上做
工且几乎从不得病的鲁师傅
突然间全身关节疼痛，几个月
后，病情越来越严重，部分关
节出现脱位伴畸形改变的症
状，最严重时，卧床不起，在床
上疼的动弹不得。去医院检查
才知道是类风湿关节炎“作
怪”。此后夫妻俩辗转南昌、长
沙和武汉等多家大医院求医
问药，家里十多万的积蓄全部
用完，病情却不断反复，还因
为各种用药使患者胃、 肝、肾
等脏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
变， 加上本来就偏高的血压，

身体每况愈下，经济也陷入拮
据…… ， 说起当初的境况，鲁
大娘潸然泪下。“当时甚至想
到了放弃 ，但孝顺的儿女不断
宽慰着我们的心。”后来，大女
儿打听到有朋友在洪湖市中
医医院治疗过类风湿关节炎，
效果很不错 ，于是鼓励我们过
来看看。”

于 是 ， 夫 妻 两 人 带 着 期
望 ， 来到洪湖中医医院后，一
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针对
鲁师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洪
湖市中医医院采用医院独特
的“周氏综合疗法 ”，运用内服

与外熏相结合的诊疗方案 ，几
个疗程下来，鲁师傅病情很快
得到了有效控制 。 这一次 ，已
经是夫妇俩第五次来医院治
疗了，“来了五次，他的状况一
次比一次好 。这一回 ，我们打
算住上两个月，让疼痛彻底消
失了再回去。”说到这里，鲁大
娘脸上又露出笑容 ，这是“迟
到的笑容 ”， 但却是发自内心
的安稳而充满希望的笑容 。她
感叹到 ：“如果能早点知道洪
湖市中医医院，我们何必走那
么些弯路呢？”
（撰稿：晏冲 文中人物为化名）

鲁大娘迟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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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8日讯 随着网络购
物时代的火热兴起，快递业的生意
也越来越火爆。长沙统计局发布消
息称，去年长沙市平均每天发出快
递51.17万件，户均5天发送一次快
递；全年实现快递业务量18675.84
万件，快递业务收入19.85亿元，分
别比上年增长38.7%和19.6%。

增速方面，去年长沙的快递业
务量和业务收入分别较上年同期
下降16.5和9.0个百分点，增速分别
低于全省平均速度1.2和9.4个百分
点，低于全国平均速度9.4和15.8个
百分点，处于“低位”。

从内部结构来看，长沙的异地
快递业务占“大头”，同城快递业务
增势强劲， 外资快递发展趋缓。具
体数据来看，去年长沙实现异地快
递业务量14061.64万件，占了全市
快递业务量的四分之三以上，业务
收入占比为55.5%，无论是业务量，
还是收入，均占主导地位；同城快
递业实现业务量4126.98万件、业
务收入3.4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90.8%和140.2%， 均实现高速增
长；而国际及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占
全部的2.6%， 业务收入占10.1%，
占比远低于同城和异地快递业务。

尽管长沙快递业务实现了较
快增长，但综合来看，长沙市快递
业务仍存在同质化竞争严重、低价
抢占市场的行为。而据长沙市邮政
管理局统计，长沙快递机构2015年
利润下滑严重， 不到2014年的一
半，低价战略让快递企业付出了惨
痛的代价。

长沙市统计局分析认为，随着
人们消费和需求的升级，快递业依
靠低成本支撑、低价抢占市场的发
展模式已经难以持续。建议加快出
台促进长沙快递业发展的相关政
策；同时加快快递基础设施配套建
设；并着力推进“快递下乡”，加快
县域网络物流体系、特色农产品供
应监管体系建设，健全农村电商服
务体系，培育发展一批“淘宝村”、
“快递村”。 ■见习记者 吴虹漫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柴利娜 曹雨轩
陈紫偲 向慧琴

7月17日， 友阿奥特莱斯拥
有超过3000平方米冰雪游乐项
目的冰雪奇园开放试营业，据了
解，冰雪奇园将是迄今为止国内
首个、最大的常年开放室内冰雪
游乐场。

休闲游乐风盛行的当下，传
统百货业继续推动转型尝试，除
“触网”O2O外，部分综合体内则
在盛夏开始尝试“凉爽”、“运动”
各类转型，有的开始在服装店内
开辟咖啡休闲专区，一股“+休闲
风”正在盛起。

到服装店里喝咖啡，到卖场
里玩雪？这种“跨界”消费市场会
买账吗？

购物中心：
尝试“+休闲”转型

7月18日，在长沙海信广场
一楼GIADA精品店内， 一个能
提供多种意大利茶点的咖啡厅
空间引人注意。 据GIADA店员
介绍，品牌是来自意大利，在店
内设置咖啡厅是为了让消费者
在挑选服装时能够更全面的体
验到意大利的艺术性，“让消费
者拥有更好的消费体验。”

记者注意到， 这家店内的
咖啡厅面积大小达到了店铺经
营面积的三分之一，配有沙发、
茶几及吧台等“标配”部件。一
名正在选购的女士表示，“店内
最多有沙发， 还是第一次看到
配备整个咖啡厅的。”

而除了“服装”+“咖啡厅”
的跨界设计， 一些购物中心在
招商时也开始更加强调休闲娱
乐运动元素。在即将于7月23日
正式营业的友阿奥特莱斯自营
的冰雪奇园中，含有4D影院、冰
场碰碰车等各类娱乐冒险活动
项目；步步高·梅溪新天地引进
的 欧 悦 滑 冰 冰 场 和 悦 方 ID�
Mall的喜悦滑冰场则为冰刀溜
冰项目， 后者同时提供冰刀溜
冰教练教学。

据记者调查显示， 上述两
个溜冰场在暑期均进入客流高
峰， 周末每日客流超过100人，
儿童为其针对的主要客群。

值得注意的是，在接下来即
将开业的富兴国际金融中心内，
也同时将引入一奥地利真冰场。
友阿奥特莱斯总经理薛宏远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长沙人喜
欢尝试新鲜的事物， 电影院、纯
餐饮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在商场内滑雪、溜冰就很新
鲜，非常能够吸引人。”

消费者：
是否有特色才是关键

一名孩子已3岁的年轻妈妈
就表示，“小孩的注意力很难集
中，往往东一下、西一下的，如果
一个地方的票价太高，而玩乐项
目又过于单一， 是不会经常去
的。”

记者注意到，位于购物中心
内的真冰场开始推出年卡、教练
服务等项目，与其说是一个游乐
场，倒不如说是“兴趣培训班”更
为贴切。 悦方ID�Mall喜悦真冰
场就推出了3999元左右的优惠
年卡，更有教练课、团体班可以
选择。

对于这些与常规商场内经
营品类有不同的经营项目而言，
“虽然已是特色， 却还需做出特
色” 才能切实达到吸引消费者、
把生意长久做下去的目标。

“不会主动去服装店喝咖
啡，但如果在选购衣服累了的时
候，能有一杯咖啡的店可能会优
先选择。”一名今年已43岁，从事
金融行业的女性如是说。 她认
为，这样会让人有放松感，比较
有特色。

在友阿奥特莱斯的冰雪奇
园附近， 于去年正式营业的三
只熊冰雪王国已渐成气候。而
对于GIADA而言， 购物中心内
聚集的各类轻餐饮也构成“部
分功能重叠”。 如何让“+休闲
风”成为真正的线下引流利器，
成为传统零售业、 购物中心们
需要思考的问题。

服装店里设置咖啡厅 商场内引入真冰场滑雪、溜冰

长沙百货纷纷转型，刮起“+休闲风”

一名湖南百货负责招商
的业内人士表示， 在划分招
商品类布局、 考虑引进品牌
时， 首先会根据商场定位进
行筛选，虽然现在儿童乐园、
溜冰场等项目成为香饽饽，
但这主要限于主打家庭概念
的大型城市综合体，对一些高
档百货而言，除非品牌在店装
时主动与GIADA一样别有设
计，否则很难拿出大的面积来
做类似的设计，“坪效（商场内
每坪面积可以产出的营业额）
毕竟还是重要的。”

不过，他也认为，与纯粹

的冰雪游乐场不同， 无论是
真冰溜冰场还是冰雪游乐项
目，首先放入商场考虑，而儿
童作为主要针对的消费群
体，“如果由家长来做主要选
择， 功能更加齐全的城市综
合体的优先级肯定会高于独
立的游乐场。”

因此， 在商场不断尝试
“+休闲风”转型的当下，如何
做好定位，在项目品类、大小
甚至是在商场内部的位置做
出好的判断， 将成为这一轮
“+休闲风” 转型是否能成功
的关键。

去年长沙快递业务量
同比增近四成

观察

“+休闲风”如何错层区分定位成关键

7月18日，长沙市友阿奥特莱斯冰雪奇园，游客在旋转的冰
雪滑道上体验高速滑下的刺激。 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