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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6月， 是充满无限可
能、无限希望的月份，很多人一
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从这里开始。 在这艳阳高
照的日子里， 华夏保险岳阳中
支在2018健康童行客户服务节
活动期间， 为岳阳县步仙村中
考学子加油助力， 为贫困学子
送上圆梦礼物， 并邀请了刚刚
高考完的优秀高考生前往，指
导参加中考的孩子如何从容应
对人生的第一次大考。

华夏保险一直持续践行“让华
夏充满爱”的企业使命，用实际行动

关爱贫困学子的成长，更好地履行
了保险人的职责。 经济信息

本报7月9日讯 荣宝斋（桂
林） 拍卖2018年长沙春拍将于7
月13日、14日在长沙温德姆豪廷
大酒店预展， 并于15日在豪廷举
槌。此次将湖南长沙作为拍卖地，
拍卖中将有大批湖湘名人作品亮
相， 广大藏家朋友可以一览湖湘
名人书画艺术风采。

“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湖南
人才辈出，文化影响力深远。荣宝
斋（桂林）在此次拍卖中征集到了
大批湖湘名人作品， 大清重臣曾
国藩、 左宗棠及齐白石与何绍基
等书画名家的作品均有呈现。

曾国藩写字成癖， 尤其喜欢
写对联。 此次征集到的拍品是其
赠与他人的书法对联，“星临万户
动，月傍九霄多”一联字迹粗细分
明，厚重劲道，颇有颜体风范。

作为湖湘文化名人的代表，
何绍基和齐白石分别称为字画
领域的代表人物，此次拍卖中两
位的书画作品均将出现。拍品中
《荷花蜻蜓》 是齐白石画给著名
画家吴作人的，画上有吴作人上
款， 是名人之间的馈赠之作。封
面作品《双寿图》则是齐白石画
给陈绍蕃的，另外两幅虫草画则
出自家属。

■记者 吴岱霞

本报7月9日讯 日前，
由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办的第
十五届“世界品牌大会”在北
京举行， 会上发布了2018年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
析报告。 这份基于财务数据、
品牌强度和消费者行为分析
的年度报告中，唐人神品牌价
值65.26亿元，排名500强中第
434位， 较2017年升值11亿
元，排名上升4位。国家电网以
4065.69亿元的品牌价值荣登
本年度最具价值品牌榜首，腾
讯、海尔、工商银行、中国人寿
分别排名第二至第五。湘企共
有七个品牌上榜，另外六个分
别是湖南广播电视台、中联重
科、三一集团、湘电集团、长丰

集团和九芝堂，唐人神为株洲
唯一上榜品牌。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
牌” 是中国品牌研究领域最
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奖项之
一，被誉为中国品牌的“奥斯
卡奖”。此次唐人神再次荣登
榜单， 这不仅是对唐人神品
牌知名度及影响力的充分肯
定， 也是对其所处行业领先
地位的充分肯定。

世界品牌实验室编制中
国品牌报告已是第15个年
头，2004年入选门槛仅为5亿
元，2018年入选门槛已经提
到23.52亿元， 增加幅度为
370%。 ■通讯员 于红清

记者 李永亮

7月9日，在平和堂五一广场
店生活超市，记者看到有“活体蔬
菜”的销售专区，品种有小白菜和
小松菜， 售价均为每斤22元，如
需连盆带回家，则要另付16元押
金。超市同步在售的普通小白菜
每斤3元，价格高出近7倍。

据销售人员介绍，这种活体
蔬菜种植在温室中，盆栽内的土
由高品质椰糠和有机肥混合而
成，每盆定量培育，以此解决农药
和重金属残留问题，“不带盆回家
的话可以现场切割称重。”

青豆苗、 蘑菇等品种也是
活体种植销售的常见品种。在

华润万家蔡锷路店内， 青豆苗
是在现场切割后再称重卖的，
据店内工作人员介绍， 青豆苗
现割现卖方便食用，也更新鲜。

除超市外， 活体蔬菜也陆
续出现在了火锅店等餐厅内。
在步步高梅溪新天地的嗨牛火
锅店内， 青豆苗的售价为每份
16元， 与活体蔬菜一同端上桌
的， 还有一把剪刀供消费者自
行剪切。

“活体的青豆苗、蘑菇都是
现在火锅店内流行的蔬菜”，火
锅资深爱好者罗小姐说， 在很
多火锅店都有看到。

本报7月9日讯 昨日，
2018中国黄花菜之乡·祁东黄
花菜美食文化节于湖南祁东
县落幕。此次文化节于6月6日
至7月8日举办，历时33天。

据了解， 文化节期间黄
花菜厨艺比赛、 祁东美食抖
音小视频拍摄大赛等8项主
体活动次第举行。在8日举行
的“2018中国黄花菜之乡·祁
东黄花菜美食文化节” 祁东

黄花菜文化论坛上， 数位知
名学者、作家，农科院专家、
药膳大师， 以及祁东籍全国
各地名人受邀到场，以“包容
含蓄、顽强拼搏、与人为善”
的黄花菜精神和祁东文化发
展为议题， 探讨黄花菜精神
风骨的培育， 打造黄花菜餐
饮文化和祁东人文精神，推
动祁东文化和旅游发展。

■记者 陈柯妤

采访中，多位商家表示，活
体蔬菜吸引眼球， 但碍于其高
昂的价格， 以及在实际操作中
的诸多不便利性， 导致消费者
对其少有问津。

在长沙的超市、 餐饮门店
中，用“看稀奇”的方式吸引消费
者关注的并不是少数，但能长期
让消费者保持这种热情的则是
少之又少。两三年前，方形西瓜、
鸵鸟蛋、孔雀蛋、奶油白草莓等
少见蔬果、 农副产品的出现，总
能为商家带来不少流量。

不过，到如今，消费者的“嗨
点”似乎越来越高，这种希望“出
奇制胜”的农副产品、鲜果蔬菜
较之前的机会更加难以把握。

从活体蔬菜动辄贵于普通
菜品数倍的售价来看， 此类商

品要打开市场， 更应做好细节
服务，向中高端市场进军。如，
火锅店内活体蔬菜剪切后直接
下锅， 其卫生情况仍让部分消
费者内心担忧。

“如果在超市拔出后带回
家，这其实已经违背了最初厂家
设计此类产品的初衷，不妨考虑
改进盛装器皿，如何让消费者做
到降低额外购买成本，又能够更
加便捷的使用。” 一位超市生鲜
采购认为，以现在盒装牛肉为其
增加了切块、切丝等多种附加服
务为例，这种方式真正节约了消
费者的时间，就很受欢迎，蔬菜
作为高频消费品， 如果主打健
康、新鲜，或许能有更加为市场
接受的方式， 而不能仅靠玩个
“活体”的概念。

在长沙火锅店、湘菜馆和超市直接上架，价格是切割、包装好的同类蔬菜的七八倍

“活体蔬菜”高价叫卖，噱头还是摆设？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杨金浩

“这种带盆蔬菜直接上架卖，是什么操作？”7月9日，在长沙
五一广场附近工作的阳先生在其朋友圈发文调侃，配图是一盆
种在塑料种植盆内的青菜，售价为每斤22元。

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发现，最近，这种“活体蔬菜”频繁出
现在了火锅店、湘菜馆和超市的货架上，与切割、包装好的同类
蔬菜相比，价差最高有7至8倍。

不过，这种“噱头”十足的蔬菜，销量并不好。多位商家均反
映，看的人多，买的人少，有部分商户直言“已将其当做店内摆
设”。

华夏保险为中考学子加油助力

观察 卖蔬菜不能光靠“玩概念”

蔬菜变“盆栽” ，超市餐馆都有卖

把“菜地”搬到眼前，现场新
鲜切割的活体蔬菜销量如何？平
和堂上述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活
体蔬菜的销售并不好，主要原因
是价格太贵，“也有顾客认为要
把蔬菜拔出来再称重或者直接
买走一盆蔬菜这两种操作都比
较麻烦，所以尝鲜的人也不多。”

在位于悦方ID�Mall的费
大厨辣椒炒肉湘菜馆门口，也整
齐地摆放着活体蔬菜。 店员称，
这种蔬菜并非餐厅自有，也不是
每家费大厨都有这类活体蔬菜，
餐厅没有统一供给的货源。

“菜的价格是一份29元，
在应季的时候卖得不错，但目
前没有顾客买这种活体种植
蔬菜了”，该名店员坦言，现在
这个季节，蔬菜的叶子长大了

不好吃了，没有人会买了，“餐
厅门口摆放的也不能食用，只
做摆设。”

而在I�city美好生活中心的
牛海哥火锅店外，活体蔬菜被直
接用于店门装饰展示。“都是有
机蔬菜， 产自餐厅有机蔬菜基
地”，店员称，店内可点同品类蔬
菜，但不会“现点现割”，都是由
后厨处理好后直接端上餐桌。

记者也了解到， 如活体蘑
菇此类菜品， 早在五六年前省
内就有厂家开始尝试推向市
场，而在两三年前，步步高大卖
场梅溪新天地店等超市内也曾
进行销售。不过，从目前的市场
反馈来看， 并未如厂家预期的
“快速打开市场”， 获得消费者
认可。

看的多买的少，部分成“店内摆设”

唐人神品牌价值65.26亿元
荣登2018中国品牌500强

33天，“恋上”黄花菜之乡
祁东黄花菜美食文化节落幕

湖湘名人作品
汇聚2018长沙春拍

7月9日，长沙一些超市内开始销售活体蔬菜。 记者 朱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