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线
本报6月7日讯 “岐王宅里

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
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随
着一首长沙话版的《江南逢李龟
年》吟诵，中南大学中华经典吟唱
研究与传播基地推出的“诗吟长
沙·致敬屈贾精神”快闪视频在端
午祭屈之际正式上线，该校“诗吟
长沙”项目也正式启动。

“用现代融媒体的方式来传
播古老的吟唱艺术，用当代人喜
闻乐见的快闪来致敬长沙千年

的文化。” 中南大学唐苗老师介
绍，本次快闪在长沙火宫殿录制
了四首诗歌的吟唱。

活动发起人、中南大学教授
杨雨说：“火宫殿、坡子街是长沙
最有名的饮食文化品牌和区域，
是这个城市最具烟火气息和市
民性情的地方。选择在这里就是
要让古籍里那些阳春白雪的诗
词‘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杜甫、
杜牧也来沾沾臭豆腐和小龙虾
的味道。”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本报6月7日讯 又到粽
叶飘香时，今天，武警怀化支
队的官兵带着暖暖的温情来
到敬老院， 与老人们一起包
粽子、话家常，结下了一份难
以割舍的亲情。

老人们手把手教官兵们
包粽子， 官兵们也学得非常
认真， 麻利地将粽叶卷成漏
斗状，然后用糯米充实压紧，
再用细绳捆好。 大厅里一片
欢声笑语。

战士蒲宇告诉记者：“今
天是我们的传统节日端午
节， 军人过节不能守护在家
人身边， 就把这些孤独的老
人们当成自己的爷爷奶奶，
希望远在他乡的爸爸妈妈也
能感受到儿子的孝心！”

■通讯员 邓力 奉子鹏
记者 石芳宇

本报6月7日讯 为了增进孩
子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从
小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6日， 长沙市开福区山语城幼儿
园的孩子们邀请了爸爸妈妈、爷
爷奶奶来园一起庆祝端午节。

活动中，老师带领大家一起
学习了传统的基本礼仪，包括叩
首礼、揖礼、执手礼、鞠躬礼等。

小朋友还带来端午赛歌会，用经
典的诗篇重温历史。亲子汉服秀
将整个活动推向高潮。

李秋帆的妈妈说：“这是一
次充满温情且意义深刻的活动，
让大、小朋友们感受到了浓浓的
节日气氛，感受到屈原伟大的爱
国情怀。”

■通讯员 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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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子价格大跳水，白酒海鲜卖得俏
端午市场上演促销大战 粽子如何打破时节限制成食企发展方向

本报6月7日讯 取粽
叶、放馅料、包粽子……在端
午节前夕，湖南中医药大学药
学院的学生们与该校国际教
育学院来自伊拉克、 巴基斯
坦、加纳等国的外国留学生们
一起包药膳粽子，欢庆佳节。

“看上去挺容易， 做起来
还挺难。” 来自伊拉克的贾思
德已经是第二次包粽子了，他
对端午节的传统文化有着浓
厚的兴趣，他说：“第一次包我
失败了，但是这次我好像成功
了，我非常有成就感。”

该校食品科学与工程教
研室主任肖作为表示，此次活
动的举办，是希望让身在异国
他乡的留学生们有家的感觉，
同时，通过亲自动手感受中华
传统文化，将课堂中学到的中
医药知识学以致用。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本报6月7日讯 取圣水、祭
龙头……今日上午，在庄严的祭
祀中，2019“我们的节日·端午”
系列活动暨第十五届中国汨罗
江国际龙舟节在屈子文化园启
动。从今天起至6月10日，民间龙
舟赛、 原创音乐剧《屈原》、《离
骚》背诵赢5000元大奖、非遗表
演秀、端午国风市集等系列端午
文化周活动将轮番开展。

鸭舌帽、 遮阳蒙面丝巾、马
尾辫、救生衣……当天，在汨罗
江畔，40支本地龙舟队伍上演水
上竞渡，其中一支女性参赛队格
外引人注目。

“每到端午就很激动， 划龙
舟已经成了过节必不可少的一
部分。”47岁的翁艳平是这支女
性参赛队的领队，从小就学习划
船的她对于龙舟有着深厚的情
感，“一提起龙舟就来劲，大家一
吆喝，姐妹们就聚起来了。”

汨罗市女子龙舟队成立于
1988年， 截至今年有固定成员
24人，她们中最小的41岁，最大
的57岁。 队员们都是非专业选
手，她们中有个体户、自由职业
者、退休职工、家庭主妇等，一旦
有比赛，大家都会聚起来为赛事
出征。 ■记者 丁鹏志

6月7日是端午节，市场上一片热闹，精明的商家们纷纷
上演各式促销，粽子、鸭蛋、艾草都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以供
挑选。 记者在长沙走访发现， 粽子礼盒纷纷挂上了打折的价
签，降价幅度3-5折不等；而高端白酒、海鲜大
受市场欢迎。 ■记者 黄亚苹 胡锐

【降价】 粽子礼盒5折销售

“生意明显比前两天差很多，
今天才卖20几个，还有2个小时就
要收摊了。”6月7日，端午节当天，
长沙开福区荷花池生鲜市场主入
口的摊位上， 曾经架起的粽子工
作台已不见踪影，摊主告诉记者，
7日购买粽子的大多是年轻人，此
前接受的预订单早已打包发出，
“好在剩余量不大，卖不完的分装
好了送给邻居。”

在解放路一家临街超市，散
装粽子开启了大促销模式，“买一
赠一”“买一赠二” 的促销声吸引
着最后一波顾客。 以该超市打出
的折扣计算， 原价89元一盒的粽
子、鸭蛋礼盒折后价仅需49元；原
价15元500g的袋装粽子售价为
12元。“如果批量购买， 价格还可
以谈，最低5折给你。”见记者有意
购买， 店主赶忙侧身从收银台内
走出，报出底价。

有分析数据显示， 市场上
85%的粽子在端午节销售， 日常
消费比例仅占15%。因此，如何让
粽子打破时节限制， 成为日常消
费食品， 是众多食品企业的发展
方向。

【热销】 高端白酒、海鲜走俏

“这几天卖了十几件茅台，五
粮液也卖出了不少。”6月7日，位于
长沙市岳麓区的某烟酒店老板刘
先生高兴地告诉记者， 今年端午，
高端白酒也跟着火了一把，极个别

产品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
“海鲜销量是平时的3倍以

上。”在岳麓区凯德·壹中心的卜蜂
莲花超市内， 海鲜区的工作人员
舒先生介绍， 端午期间海鲜也很
受捧，而最畅销的当属小龙虾。在
该店走访的20多分钟内， 记者看
到舒先生不是在称重， 就是在为
顾客剥虾壳。在这里，顾客不仅可
以买到新鲜海鲜， 还能看着商家
为你现场烹饪。以小龙虾为例，需
加工的价格是100元四斤，且单品
满68元就可以免费加工； 不需要
加工的价格是19.8元/斤。

【促销】 商家上演揽客大战

端午节，各大卖场、超市为了揽
客纷纷上演了各式促销活动。

麦德龙长沙开福店在6月6
日-9日期间， 推出8大品类百余
款商品的买一送一活动， 优惠商
品覆盖奶制类、冻品、日用品等。
此外， 消费者在该店购物满388
元，还可获得50元购物优惠券。

6月5日-9日，在家乐福长沙
店购买利是寒地东北大米、 贝斯
三层复合钢奶锅可享3折优惠，购
买猪肉、鸭肉、粮油等商品，可享
受5-7折优惠。

而在岳麓区滨江新城的凯
德·壹中心商场内， 记者看到一群
消费者正排成长队。原来，该商场端
午期间推出了会员购物满188元可
获得100%中奖的抽奖机会， 奖品
包括海底捞卡、儿童玩具套装、卜蜂
莲花超市购物卡、茶颜悦色饮品券。

6月7日，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
局获悉，端午节来临前，该局对全
省销售的端午粽子及蛋品质量展
开食品安全抽检，共抽检44批次，
合格率100%。

省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消费
者，要在正规可靠渠道购买所需食
品并保存相应购物凭证，看清外包

装上的相关标识，如生产日期、保质
期、生产者名称和地址、成分或配料
表等标识是否齐全；不要购买无厂
名、厂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产
品，不要购买超过保质期的产品。市
民如发现危害社会公众的食品及
其违法行为，请及时拨打举报投诉
电话12331或12345。

留学生学包粽子
感受中国味道

武警官兵敬老院
陪老人过节

汨罗江国际龙舟节开幕,活动将持续至6月10日

背《离骚》可赢5000元大奖

吟诵长沙诗词，致敬屈贾精神

幼儿园亲子活动感受传统文化

我省粽子抽检合格率100%

▲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外国留学
生们学包药膳粽子。 记者 刘镇东 摄

▲

6月7日，第十五届中国汨罗江
国际龙舟节开幕。

武警怀化支队的官兵在敬老院陪老人过节。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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