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3日讯“五一”小长
假， 线下市场迎来今年春节后的
首个消费热潮。 本地生活服务平
台口碑发布的数据显示， 刚刚过
去的小长假三天， 长沙用户在线
下的消费达到了去年同期的1.5
倍， 人均消费相较节前大幅增长
了45％。 餐饮中湘菜最受欢迎 ，
90后热衷线下扫码点餐。

游客仍然是拉动小长假消费
的主力军。口碑数据显示，长沙范
围内， 游客在线下所贡献的消费

金额达到整体的27％。其中，游客
在餐饮消费上的战斗力尤为突
出，贡献超36%。

在休闲娱乐上， 游客延续了
去年国庆黄金周期间的“体验式
旅游”风格。足疗按摩成为最受来
长沙的游客喜爱的一项休闲娱乐
活动，有23%的消费来自游客。

小长假期间， 餐饮行业的PK
到底有多激烈？口碑数据显示，全
国用户在节日期间在线下餐饮店
的消费，达到了去年同期的2.4倍。

在长沙， 五一小长假期间最热门
的餐饮消费前两名， 分别归属于
湘菜和江浙菜。

小长假消费大潮席卷， 热门
城市的人气餐厅不可避免会面临
顾客爆满的情况， 扫码点餐开始
在线下门店蔓延开来。 而这个消
费新姿势的掌握者， 近半数为90
后。 小长假三天扫码点餐的消费
笔数中，90后贡献超45%，稳居第
一。80后紧随其后，贡献超35%。

■记者 杨田风 潘显璇

让吆喝声世代流传下去
伍仁斌说，“吆喝声是咱老百

姓的根，值得世代流传下去。做人
不能忘记过去， 需要一步一个脚
印， 这样才能走得更远更扎实。”
年过七旬的他今年已向长沙市申
报吆喝非物质文化遗产， 同时他
希望组建一个吆喝大合唱队伍，
更接地气地将个人与集体吆喝声
融合，让更多晚辈感受、体味吆喝
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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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说法

“甜酒！小钵子甜酒！甜酒糯
米粉子”、“月亮粑粑 肚里坐个爹
爹”……5月3日上午10点，73岁的
老湘剧演员伍仁斌把吆喝声带进
了长沙岳麓区岳北小区的华龙幼
稚园，20多个小朋友在伍老师的
领唱下，吆喝起来像模像样。

伍仁斌说， 老长沙的这些叫
卖吆喝声作为传统文化， 既能够
勾起儿时童趣记忆， 又映射出时
代的发展轨迹。50年来，他收集的
各类吆喝声涉及60多个行业。如
今，他想出版长沙吆喝声书籍，申
报市级非遗文化， 将这些老吆喝
声世代传承下去。

结缘修鞋匠，吆喝在民间

“我12岁开始学徒湘剧，后来
剧组排演《红灯记》，我演里面一
个修皮鞋瞎吆喝的小角色， 这一
吆喝起来就是一辈子。” 伍仁斌
说，上世纪60年代《红灯记》中的
小鞋匠开启了他的“吆喝生涯”。

伍仁斌回忆，最初排演时，他
饰演的小修鞋匠并没被剧团领导
认可， 被评价为不真实、 缺少味
道。不服输的他利用休息时间，在
老长沙大街小巷寻访了五六名专
业修鞋匠， 向老师傅们讨教如何
吆喝“修皮鞋、套鞋”。谦逊认真的
态度加上出众的嗓音， 让他很快
掌握到窍门， 最后他扮演的小角

色博得满堂彩。 尝到甜头的伍仁
斌悟出艺术来源于生活， 一有时
间便向民间吆喝艺人拜师学艺。

到了上世纪80年代， 老长沙
的吆喝声已鲜有耳闻。 伍仁斌在
与同学在太平老街游玩时， 同学
们纷纷感叹老城缺了点东西。“小
钵子甜酒啊， 甜酒糯米粉子！”伍
仁斌突然的一声吆喝， 让同学们
惊叹， 纷纷回忆起旧时记忆，“伍
伢子，你这声喊出了味道啦。”

伍仁斌认为高手在民间，他
的很多经典的吆喝声都是从市井
中经营小买卖的老艺人口中学会
的。 他说：“只有怀着尊重和传承
的心态， 才能将那些老吆喝声口
口相传。”

2000年，湖南经视电视台《越
策越开心》栏目推出“吆喝王”的
嘉宾表演，伍仁斌技惊四座。

吆喝声串起时代旋律

伍仁斌说，50年来收集的60
余种吆喝声反映出时代发展的轨
迹，“不同的吆喝声见证了不同时
代的主旋律。”

上世纪50年代，街头巷头到处
都在收破铜烂铁，当时大背景是抗
美援朝战争年代，军需钢材急缺。

60年代，“收旧书报纸啦”的
声响回荡在街头巷尾。 文化大革
命后，学习知识成为社会主潮流。

同时， 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买
卖证券、粮票、糖票”的吆喝声也
在商贩口中流传。

进入70年代，“收啤酒瓶子”
的吆喝声成为新旋律。

80年代后生活富裕，“乌龟甲
鱼壳卖的钱”渐渐流行起来。

90年代至今，“收旧电冰箱、
电视、电脑、麻将机”则占据了主
流。 ■记者 张洋银

3日中午，三湘都市报记
者找到了北京首汽智行科技
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办公
点，经过一番沟通后，一名王
姓工作人员以联系采访为
由，和另外2名工作人员偷偷
从侧门离开了办公室。

记者随后电话联系了长
沙分公司负责人章先生，他
解释说， 和普通的机动车一
样，平台为每一辆共享汽车购
买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
发生交通事故后，用户应第一
时间通知交警，然后联系客服
人员，走流程通过保险公司来

进行赔偿。“长沙的用户发生
事故后，可拨打车辆前方的挪
车电话，联系长沙公司。”

北京首汽智行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潘悦告诉记
者，如果用户肇事逃逸，平台
可以进行追溯， 会将用户信
息及驾驶信息提交给警方，
配合调查，但不提供给个人。
同时会在共享汽车公司征信
体系上予以记载， 影响使用
人信用记录， 冻结账户。“段
女士反映的情况， 我们已经
第一时间将肇事者的信息提
交给警方，配合处理。”

私家车被共享汽车撞坏，找谁索赔
事发长沙，司机肇事后逃逸 租车公司：已购买保险，用户应通知交警、走流程赔偿

开福区交警大队三中
队民警李晨啸介绍，共享汽
车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交通
事故，也是依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 相关规定进行处
理，谁开的车就由谁承担相
应责任，和一般交通事故无
太大区别。发生交通事故后
逃逸的，民警将根据情节和
后果进行定性， 并予以处
罚，“共享汽车出现肇事逃
逸的， 应第一时间报警，由
交警部门负责取证、联系共

享企业，进一步处理。”
律师认为，赔偿方事故

车辆如购买了保险，那么首
先由保险公司赔付，不足部
分，则由共享汽车所有人和
租赁人承担。

截至发稿时，段女士告
诉记者，3日， 在北京首汽智
行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负责人的配合下， 岳麓区交
警大队已经和肇事者取得联
系， 肇事逃逸司机表示愿意
赔偿损失，并赔礼道歉。

处理共享汽车交通事故
和社会车辆无太大区别

长沙街头的经典吆喝声都被他收齐了
73岁“吆喝王”50年收集了60种老经典，希望留住时代印记

5月3日上午，伍仁斌在长沙岳麓区岳北小区的华龙幼稚园内带领小朋友们吆喝。 记者 张洋银 摄

私家车被共享汽车撞了，找不到肇事司机
怎么办？驾驶共享汽车出了交通事故应该由谁
来负责？在长沙，随着共享汽车的兴起，这样的
麻烦事也来了。最近，家住岳麓区含浦家苑小
区的段女士就很烦恼：自己的私家车在夜间被
共享汽车撞了，却找不到肇事司机。

■记者 杨洁规

5月3日上午， 记者在现
场看到， 段女士的雷克萨斯
小车前保险杠有一道长约10
厘米的刮痕， 也未悬挂前车
牌。“要不是物业通知， 我们
一开始还不知道。 调取事发
监控视频后发现， 是被其他
车辆撞了， 车牌就是被撞掉
的。一个油漆面加车牌，损失
有好几千。”段女士说，因为
一直未找到肇事司机， 车辆
一直停在小区里未开动。

事发监控视频显示，4月
30日晚上9点08分，一辆共享
汽车途经小区公共停车位前
方时，突然停在了段女士家
小车位置，短暂停留2秒后，
驾车离开了现场。 而小区车
辆入口处监控画面显示，该
车车牌为湘A3S54D，车身还
印有“首汽共享租车”字样。

段女士得知这家共享汽
车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在北
京， 名称是北京首汽智行科
技有限公司， 当天便拨打了
该公司的客服电话， 讲述了
事情经过，并要求赔偿损失，
“客服人员表示， 已记录了，
会尽快回复， 但不愿提供司
机个人信息和长沙分公司的
联系电话”。

然而，两天过去了，段女
士并未等到回复， 在小区寻
找，也未找到肇事司机。于是
她在5月2日向岳麓区交警大
队反映了情况，民警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当场拨打首汽租车
客服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

“共享汽车撞了就跑，找
不到人理赔， 以后在路上看
到，只能躲开了。”段女士气
愤地说道。

【市民投诉】
私家车被共享汽车撞了，却找不到肇事司机

【公司回应】
平台购买了保险，肇事逃逸会被封号

“五一”线下消费旺，扫码点餐成消费“新姿势”

心愿

扫码看相关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