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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馋这一口好久了。”当顾客
从马王堆海鲜水产市场心满意
足地走出来时，长沙的烟火气息
又浓了一些。

被疫情打乱了的生活，被按
了静止键的城市，正在回归到世
俗的热闹中。杨柳青青，繁花盛
开，车水马龙，小巷喧哗，还是我
们熟悉的城市的模样。

2月中旬， 各地开始迎来复
工复产潮，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
需求重新启动。2月17日，长沙市
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连发三个
通知，专门对餐饮门店、商场超
市、 理发店的复工进行部署。跟
着春天的节奏，一个具有烟火气
息的城市逐渐复苏。

春天在舌尖上跳跃。一家家
餐饮门店接连开门， 从外卖开
始，让市民一解“相思”之苦。随着
湖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级响

应调整为二级响应，长沙餐饮门店
复工率达到80%左右， 品牌餐饮五
成以上开放堂食。 爱吃的长沙人，
坐在店里吃着美食，感受到了久违
的长沙味道。

春暖花开，百业复苏。解放西
“酒”别重逢，碰撞着久违的激情。
黄兴南路步行街渐渐热闹起来,服
装店、甜品店陆续开门迎客。马王堆
海鲜美食街、东瓜山夜宵一条街，在
美食的香味中走向深夜。全市160家
星级湖南省乡村旅游区中107家开
业， 遭遇寒冬的文旅消费在奋力迎
接春天……吃、喝、玩、乐、购,这些
散发着浓浓烟火气息的东西，带着
我们回到熟悉的生活中。

伴随着人间烟火，复工复产按
下了“快进键”，各行各业经济全面
复苏。在大家的努力下，一切都会
回归，我们也一定会拥有更好的生
活。 ■记者 范彬

“线下行为线上化已是不可阻挡的事实， 如今很
多客户都是通过 APP 来交互，无论是内容的交流，还
是进行房源筛选、房源初定以及房价评估、社区了解
等，整个找房、买房过程都可以在线上完成。 贝壳长沙
站的核心目标之一，便是把贝壳科技化能力和线上化
工具，以及高品质的服务带给这个城市更多的房产经
纪品牌，让更多伙伴和我们一起践行品质服务，改善
用户体验和经纪人的职业发展环境。 从线上产品支
持、经纪人作业规范、安心服务承诺等多方面，多管齐
下，确保消费者在线上同样能够感受到品质服务。 ”贝
壳找房湖南省区总经理陈海军说道。

推进房产经纪服务领域的线上化和数
字化实践。

据陈海军介绍，贝壳找房一直致力于房产经纪服
务领域的线上化和数字化实践， 并围绕流程标准化、
业务数据化、场景智能化打造了逐步迈进的体系。 如
楼盘字典、VR 看房和 VR 带看、 线上化交易流程体
系、数据分析管理系统以及涵盖线上交流、房源匹配、
签约交易等全流程的线上化工具等，都是贝壳长期进
行线上化改造进程的实践成果。

贝壳找房打造了 VR 看房、AI 讲房等线上化沉浸
式的看房体验，以及 VR 带看功能。 其中，“VR 带看”
是在 VR 场景中， 用户可与经纪人实时连线进行交
互，客户可邀请经纪人“现场”答疑解惑，还可以随时
随地与家人、朋友同时完成“带看”的全新体验。 打破
时空限制，身临其境的线上看房体验，大大提升了看

房、找房的效率。
数据显示，2 月 20 日 -3 月 20 日，贝壳找房长沙

站新经纪品牌的经纪人， 线上累计带看超过七万组、
通话时长 2500 多个小时（平均每个客人通话 3 分
钟），平均每天两千多次 VR 带看。

以真房源为基础的安心服务承诺，持
续推进线上诚信服务。

陈海军介绍道，针对新房业务，贝壳找房于 2 月
推出 VR 售楼部，创新性的实现客户、经纪人、置业顾
问的“三方同屏”在线 VR 带看，同时还有 N 天无理由
退房等多项线上服务承诺，进一步打消用户的购房顾
虑，全面提升用户体验，让线上找房更省心。

以首个在贝壳 VR 售楼部在线开盘的融创御河宸
院为例，开盘当天上线 1472 套房，仅 8 分 16 秒，便认
购 1068 套。 除融创外，贝壳 VR 售楼部也在帮助恒大
等房企在线上创造出自己的高光时刻。3 月 5 日，贝壳
售楼部启动“VR 购房节”，活动上线短短 6 时间，线上
认筹量达 6739 套，认筹量转线上预选房率超 70%，在
获客和意向客户转化上，VR 售楼部甚至比线下更胜
一筹。

“住房消费是咱们老百姓最为重要的消费之一，
以真房源为基础，贝壳找房将通过不断完善 VR 带看
等线上化服务体验，开展交易全流程可视化、安心服
务承诺等等， 搭建起行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桥梁，
推进品质服务的落地，为消费者提供更美好的居住服
务。 ”陈海军表示。

贝壳找房陈海军:
VR 带看，让用户获得极致的在线找房体验

当下， 房地产经纪行业线上化进程加速，从
线下转战线上，VR 看房、VR 带看、VR 售楼部等
新型看房购房工具成为新趋势。 根据贝壳研究院
调研数据表明：84%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之后，线
上能力更重要。 与之相对应的，是消费者在线看
房购房认知及行为的转变，数据显示，消费者通
过贝壳找房 2 月日均 VR 带看 34.6 万次，1 月
日均 9483 次，大幅提升近 35.5 倍。

（贝壳找房湖南省区总经理陈海军）

不仅海鲜水产批发交易加速
恢复， 市场周边美食街上的海鲜
加工店也重现“烟火气”。

3月25日晚上10点半， 记者
在紧邻海鲜水产市场的马王堆海
鲜美食街上看到， 整条美食街临
街的十余家海鲜加工店均正在营
业中。其中海旺角、阿拉斯加、湘
高记三家海鲜加工店内用餐的顾
客较多， 湘高记海鲜店外的大棚
里有11桌顾客， 其中人数最多的
一桌有8个人。

海鲜美食街也是芙蓉区美
食“夜经济”的一张名片，“到马
王堆吃海鲜去”是长沙市民吃海
鲜时的不二选择。价格实惠且海
产品新鲜，这是马王堆美食街海
鲜加工店的优势所在，晚七点不
到，美食街的两旁就停满食客的
车辆。

阿拉斯加海鲜加工坊负责
人之一郭秉秉告诉记者，3月15日

当天，店里全天只接待了10来桌顾
客，晚上九点半就打烊了。近几天
每天有40多桌客人， 营业额3万元
左右， 已恢复至疫情前50%左右，
打烊时间已经推至了凌晨一点。

特爱吃海鲜的李志得知海鲜
美食街恢复营业后， 特地叫上三
两朋友，驾车13公里来到马王堆，
直奔湘高记海鲜。“终于可以吃海
鲜了！”李志一边看菜单一边和朋
友聊天， 太久没吃海鲜的他准备
和朋友们“吃到撑再走”。

晚上十一点过后， 马王堆海
鲜美食街上仍然车来车往， 有食
客心满意足地离去， 也有食客才
结伴而来……

家住海鲜市场周边的刘芳
说，“疫情期间第一次看见海鲜市
场那么冷清，有点不习惯。前几天
看到海鲜市场开门特意去买了点
海鲜，品种还是蛮齐全，看上去店
子也慢慢恢复了人气。”

“老板，来两斤花甲。”3月26
日， 家住长沙火星街道的居民赵
亚迪来到马王堆海鲜水产市场采
购，“终于开张了， 家里人馋这一
口好久了。”“品种还是蛮齐全的
呢，我自己买了点生蚝、花甲和花
螺，那边还有澳洲大龙虾、新西兰
面包蟹、 越南明虾， 都活蹦乱跳
的，下次再过来采购。”

设在火星街道的马王堆海鲜
水产市场是湖南最大的海鲜水产
集散中心， 也是长沙芙蓉区美食
“夜经济” 的一张名片，“到马王堆
吃海鲜去”是许多长沙市民吃夜宵
的不二选项。3月春风送暖， 海鲜
水产品的种类也日益丰富。目前，
马王堆海鲜市场商户复工率达
95%。与此同时，海鲜美食街的夜
宵桌子也摆开了。

除了海鲜， 长沙吃货的最爱
小龙虾也陆续摆上了夜宵摊，因
受到疫情影响， 市场价格有所上
浮，不过菜品价格基本没变。

■见习记者 周可
通讯员 章博

火星街道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 市场只开了嘉雨路东门
一个出入口， 进入人员需测体
温，进场货车都要消毒；市场内
垃圾必须定点投放， 所有门面
每日消杀2次。市场还严把货源
安全关， 每一批进货都严查产
地证明、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等。
同时，水产品每日抽样检测、动
态监控，商户进销台账、索票索
证每日抽查， 确保所有水产品
“新鲜上市”，让鲜活鱼虾“蹦”
上市民餐桌。

3月18日，火星街道干部带
头下馆子， 和门店联合做东，邀
请10余名在防控一线奋战近2
个月的医务人员吃海鲜。“街道
已发出号召，鼓励干部、辖区企
业职工前往海鲜市场消费，帮助
这里尽快恢复往日繁华。” 街道
负责人说。

除了购买海鲜，火星街道及
曾家坪社区的工作人员还在朋
友圈内发起了“广告”，转发扩散
马王堆海鲜水产市场已经恢复
开市的消息。

每天凌晨是长沙马王堆海鲜市场
最热闹的时候， 一辆辆装有来自全国
各地新鲜水产品的冷藏车经查验产地
证明、 检疫合格证明并做好消杀工作
后， 开进市场内各个商户的店面及仓
库。部分冷藏车上的货物经分拣、补给
氧气后，继续被运往湖南各地。

“这里集海鲜水产批发交易和海
鲜美食加工于一体，每年吸引数以百
万计的客流量。” 市场管理方有关负
责人王伟华说。

王伟华告诉记者， 自3月15日开
市以来，马王堆海鲜市场人气一天比
一天旺。目前，市场进货量已恢复至
去年同期45%左右， 市场461家门店
及摊位复工率已达95%。

新兴利海鲜超市位于马王堆海
鲜水产市场嘉雨路入口北侧，得知马
王堆海鲜水产市场将于3月15日正式
开市后，店长汤芬早在12日就着手营
业准备工作，并召回9名员工。据汤芬
介绍，15日至17日， 每天进店人数仅
为20至30人，销售额不足1万元。本周
以来，每天进店人数为80至100人，每
日销售额约为3万元， 门店的生意在
渐渐恢复至疫情发生前水平。

在这家海鲜超市内，有近40种鲜
活的海鲜水产品，以及三文鱼、切片
北极贝等半成品。据了解，现阶段顾
客以购买虾类、 贝壳类水产品为主，
如太子贝、红口贝、花甲、花螺等。购
买帝王蟹、澳洲大龙虾等高档海鲜的
顾客仍为少数，但鲍鱼因为处理方法
简单，也颇受顾客喜爱。

新兴利海鲜超市以零售和
批发为主要业务，其中批发占比
更大，同时也会给酒店或日料店
提供高档海鲜食材。闭市近两个
月，虽然没有销量，但店内的冷
库、 海鲜池等设备必须开启，每
个月电费及维护费就高达3万
元。

今年恢复营业后，汤芬减少
了高档海鲜食材的进货数量，并
且对多款高档海鲜采取了降价措
施来刺激消费， 店内的珍宝蟹价
格已由年前的每公斤276元降至
216元， 波士顿龙虾也由每公斤
296元降至236元。

降价的不止是高端海鲜食
材， 在马王堆海鲜水产市场内，
许多常见的平价水产品价格较
去年相比也有所下降。例如大明

虾已经从年前的每公斤100多
元降至80元，基围虾的价格也在
每公斤100-120元不等。王女士
就在马王堆海鲜水产市场附近
上班，听闻市场开业后，中午下
班的她顺便来逛了逛海鲜市场，
本只想购买一些花甲和扇贝回
家的她，一听店员说大明虾降价
了，便又买了2斤大明虾回家。王
女士说，“过年期间每天在家吃
腊鱼腊肉都吃腻了，想买点新鲜
的水产品换换口味，再加上现在
价格好，就多买点回家。”

除了降价，多位商家还顺势
为不愿意出门的老顾客提供微
信下单同城配送的服务。顾客通
过微信下单后，商家通过达达快
送或闪送等平台，将新鲜的水产
品直接送至顾客家门口。

小龙虾抢“鲜”上桌
价格较往年贵两成多

“来晚了， 今天的小龙虾已
经卖完了，”3月26日16时，蔡锷北
路附近的荷花池生鲜市场内，一
名水产店主告诉前来询价的顾
客。三湘都市报记者看到，市场内
一共3家水产店，其中两家门店的
小龙虾均已售罄。

一旁的周记水产店的老板
周先生告诉记者， 现在小龙虾

产量少， 他每天也就进50多公
斤，下午三四点就卖完了，“每天
价格都不一样，整体比往年贵了
6-8元/公斤(上涨两成多）。个头
较小的小红虾 ， 售价每公斤
26-36元不等。 个头稍大的红
虾，售价是每公斤50元。”

“上午来买更贵，下午为了
销完偶尔会降价，” 周先生说，

小龙虾不易存放， 常常到下午就会
死掉一部分，“刚上市是有点贵，主
要还是产量少。等到天气渐热，虾子
产量越来越多就便宜了。”

湖北潜江最大的小龙虾交易市
场平台“虾谷360”价格监测图显示，
2月26日-3月9日， 湖南省2-4钱的
红虾、青虾价格为每公斤36元，为近
5个月以来最高价格。

小龙虾作为餐桌上的常
客，总是让吃货们食指大动，
今年似乎也比往年“上岸”得
更早一些。

“小龙虾上市一年比一
年早， 主要是因为养殖技术
的提升。 以前虾农只能养一
季，现在大家都能养两季了。”
靓虾二哥的负责人周明从事
小龙虾生意已有七八年。周明
介绍，3月10日龙虾刚上市的
时候，价格还停留在每公斤20
元左右。而3月20日以来，随着
夜宵店的开业， 销量明显增
多，价格自然水涨船高，如今
已到了50元每公斤。

在食在人为餐厅负责人
杨先生看来， 如今小龙虾的
种类丰富， 品质不同价格也

有明显悬殊。从近日批发价来
看，小青虾每公斤48元。4-6钱
的红虾中，肉质饱满的每公斤
52元， 肉较少的每公斤34元。
而7-9钱肉质饱满的虾， 甚至
高达百元每公斤。

“与去年同期相比， 目前
龙虾的产量大概减少了二至
三成。”杨先生说，我省的虾主
要从江苏以及湖北的仙桃、潜
江、天门市等进货。受疫情的
影响， 虾养殖户没有开工，虾
都留在虾池里，所以产量最近
相对较少。

杨先生认为，随着夜宵店
复苏，气温快速回暖，预计四
月下旬到五月中旬，小龙虾的
价格会有所下降，“但较去年
同期，价格依然会高一些。”

这是人间的烟火，这是熟悉的城市

价格上浮两成多，下午4点就售罄

“老板做特价活动，小红虾22元/公斤。”3月26日，看到微信群里团购小
龙虾，市民李女士赶紧下了订单。三月春暖花开，长沙第一批小龙虾就已抢
“鲜”上市。作为长沙夏天的美食标配，小龙虾一直备受吃货们的关注。业内
人士指出，今年小龙虾产量明显下降，目前市场单价上浮了6-8元/公斤。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陈翾

市场

“我们店的生意算很好的了，
但比起去年小龙虾的销量还是下
降了四至五成。”食在人为餐厅的
负责人杨先生感慨道， 受疫情影
响，近期全面复工的餐饮店、夜宵
店在龙虾生意上都面临着共同的
困难，客源明显减少。

天气转暖，吃小龙虾、喝啤
酒是不少长沙市民的夜宵首选。

3月25日下午6点左右，在
长沙芙蓉区嘉雨路附近彭二哥
口味虾馆，正值黄金时段，店内
的客人却是寥寥可数。 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

小龙虾的销量下降了一半，“往年
这时候生意好得很，常常要加班到
凌晨4点多。”

记者翻阅菜单，该店虾尾仍旧是
108元/份、卤虾76元/公斤，“原材料都
在涨价，但菜品还是维持原价，即便这
样都没有人。”该工作人员感慨道。

销量下降四至五成，但菜单价格没变餐厅

行业

海鲜市场复工率已达95%

多款海鲜产品降价幅度大

落实防疫同时鼓励买海鲜

马王堆美食街人气渐旺 海鲜加工店也重现“烟火气”

A回归

B

解馋了！海鲜市场“复活”，小龙虾爬上餐桌
熟悉的“烟火气”回归：马王堆海鲜市场九成多商户恢复营业，美食街海鲜加工店人气渐旺；今年小龙虾上市更早，品种更多

行情

措施

记者手记

上市比往年早，疫情导致产量减少

3月26日，在位于蔡锷北路附近的荷花池生鲜市场，一家水产店的老板正在
处理小龙虾。 记者 卜岚 摄

3月25日晚上11点，海旺角海鲜加工店内仍有不少食客在用餐。
见习记者 周可 摄

3月26日
下午，来新兴
利海鲜超市
的顾客较上
周明显增多。

见习记者
周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