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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票价低过高铁，“打飞的”跨年走起
飞机票价跳水，元旦前后，有航线机票价格低至高铁票价的三折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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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6日讯 长沙持续
的雨水总算暂歇了脚步， 气温
还是有点低，不过，有阳光的日
子里，心里总是舒服的。尽管阳
光略显羞涩， 但还是方便大伙
洗洗、 晒晒， 天台上晾满了衣
服，公园里人多了起来，江边的
风光带也搭上了不少帐篷……
这个周末，你出门晒了吗？

阳光露脸气温升
市民相约晒太阳

12月6日清早，太阳就缓缓
冒出了脑袋，但乌云纠缠不清，
时隐时现。9时许， 阳光方得占
据天空，一家独大，气温随之回
升。阳光唤醒了熟睡的市民。大
家纷纷走出家门， 带着家人和
亲朋好友到户外放松心情，呼
吸新鲜空气， 享受其乐融融的
周末生活。

下午2时许，在三汊矶大桥
北向的沿江风光带上，不少市
民相约沐浴阳光。记者看到，
梯坎上、草坪上、江边，坐享
阳光的人不在少数， 有的散
步，有的遛娃，有的垂钓，有
的拿起手机拍照，孩子们则兴
奋地骑着小车， 牵着小狗，奔
跑着，欢呼着，阳光洒满了他
们的笑脸。

不少市民都是有备而来，
防潮垫在松软的草地上随处
可见，大家或坐着或躺着，静
静享受着好天气。“要是前几
天， 这个时候可能我还在睡
午觉，难得有个好天气，我就
带着孙子出门溜达溜达，晒晒
太阳。”市民任女士告诉记者，
前段时间气温很低，很少敢带

孙子出门，“即便如此，小孙子
脸上还是生了冻疮，到现在还
没好。”

湘西北部小雨“盘踞”
体感湿冷需保暖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 ，6日
至7日受高空槽、 低空切变线
及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湘西
北局部地区仍有降水；8日随
着高空槽东移出我省，降水逐
步停止。

其中，7日8时至8日8时，湘
西州、张家界、常德、益阳、岳
阳、长沙、湘潭、娄底、邵阳北
部、株洲北部、怀化中北部阴天
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间多云；
最高气温湘东南12～14℃，湘
西北7～9℃， 其他地区10～
12℃；最低气温4～6℃。

8日8时至9日8时，湘西州、
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及怀
化中北部小雨转多云， 其他地
区多云； 最高气温湘东南13～
15℃，湘北8～10℃，其他地区
10～12℃；最低气温4～6℃。

12月7日，就将进入到大雪
节气， 大雪节气的到来标志着
仲冬时节正式开始， 未来一周
虽然并不会有雪的身影， 但是
早晚的气温较低， 还是能明显
的感受到冬的气息。

气象专家提醒， 近期早晚
温差较大， 公众需要注意防寒
保暖， 做好秋冬季流行性疾病
预防工作；注意防范湘西、湘北
阴雨天气可能造成的低能见
度、 道路湿滑对交通运输与出
行安全的不利影响。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张婷婷

随着2021年部分节假日
放假安排的公布， 连日来，春
节国内跟团游预定人气和元
旦自由行产品人气接连上涨。

12月6日， 三湘都市报记
者从线上平台了解到，2021
年春节“旅游过年”依然受欢
迎，南下避寒、北上滑雪继续
引领春节旅游趋势，张家界成
为过年旅游热门目的地前十
名。

放假安排的落定，对于计
划元旦、 春节旅游的群体来
说，吃了定心丸。一夜之间，旅
游平台的搜索预订人气大涨，
特别是需要提前预订的国内
长途线路和热门目的地产品。

长沙的伍先生近日开始
在各旅游平台上预定春节出
游的产品。“2020年春节本来
打算带家人去三亚旅游过年
的，碰上疫情后就一直没有出
去过，打算今年春节继续去。”

根据携程旅游平台发布
的信息显示， 从11月25日晚
上放假通知发布后到26日，春
节国内跟团游预订人气比之

前上涨150%； 元旦的自由行
产品人气涨120%。 明年春节
“旅游过年”依然受欢迎，提前
2个多月预订春节旅游的游客
中，大部分是带孩子或老人的
家庭人群，不跟陌生人拼团的
“私家团” 产品在放假安排公
布后预订涨160%。

从携程自由行产品的近
期预订人气看，三亚、云南、成
都、广州、长白山、哈尔滨等地
都是人气领先的目的地。由此
可见，南下避寒、北上滑雪继
续在引领着春节乃至冬季的
旅游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雪场
的开放，滑雪旅游线路的人气
在11月下旬越来越热，人气增
幅超过300%。对此，业内人士
提醒， 由于最近处于启动期，
当前推出的滑雪产品性价比
很高，建议有时间的游客在年
底前出行，到了滑雪旅游高峰
价格会明显上涨， 资源紧张，
选择打包线路性价比更高。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廖静旋

携程旅游大数据实验室研
究员彭亮表示：“2020年， 因为
疫情很多国内消费者没有实现
旅游计划， 特别是春节作为家
庭旅游的旺季， 基本上都取消
了。 随着明年放假安排出炉和
元旦、春节的到来，预计更多潜
在旅游市场需求将有序释放。”

目前，在各大旅游平台上，
春节档旅游产品已经大规模上
线，并提供早订优惠，包括跟团
游、私家团、半自助、自由行等
几大类型。 不少热门产品可以
预订明年2月、3月的行程。

线上平台数据显示，三亚、
哈尔滨、丽江、北京、成都、桂
林、西双版纳、西安、广州、张家
界成为过年旅游热门目的地前
十名。

春节旅游人气上涨，张家界成热门目的地前十名

“旅游过年”，南下避寒、北上滑雪仍是趋势

本报12月6日讯 12月3日起， 旅客可通过
12306网站和“铁路12306”APP购买2021年元旦
火车票，跨年和圣诞出行迎来预订高峰，许多消费者
已开始筹备自己的出行计划。不少消费者发现，多地机
票价格较往年偏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
便宜50%以上。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彭丛梅

12月5日，记者登录机票
购买平台搜索发现，长沙到北
京的机票价格在元旦前后最
低仅为360元，比高铁二等座
票价649元低了289元。 其他
航线价格也普遍集中在300
元-600元之间， 比高铁二等
座还便宜。

以长沙为例， 往北方，记
者搜索了长沙到沈阳的机票，
发现该航线机票价格在元旦
前一天最低票价仅为348元，
比高铁二等座票价900元低

了552元。
往南方， 记者又搜索了

长沙到广州的飞机票价，发
现该航线中最便宜的航班南
航CZ3379机票价格仅为258
元，并且不需要中转和熬夜。

往东边，长沙到上海的机
票价格最低至270元，而高铁
二等座票价则为478元起；往
西边，长沙到西安的机票价格
在元旦后一天低至198元，基
本上是高铁二等座票价587元
的三折，足足低了389元。

就此，不少市民表示要坐
飞机“跨省跨年”，感受不一样
的地域气息。

网友“ZWJ是多肉小姐
哇” 表示：“想出去玩。” 网友
“宁波联创世界” 感叹：“乘机
出游性价比高。”网友“琳小跟
班” 则激动发声：“真的啊！我

随时调休，提前一天即可。”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了不

同的看法。网友“正觉慈悲”调
侃道：“凌晨航班和白天高铁
动车，我还是选择后者。”网友
“柴旦不是旦” 表示：“机票还
有燃油费呢，而且一般机场交
通成本高于高铁。”

除了价格， 不少航司还在长
沙北京航线上加大了投入力度。
以南航“长兴快线”（长沙-北京
大兴快线） 为例，07:25至21:45每
天10班， 还有专门的值机柜台和
安检通道，“快线” 式的运营让说
走就走的旅行不再遥远。

此外，乘坐南航“长兴快线”
的旅客还可享受地面交通券、额
外里程赠送等“六大权益”。

南航“长兴快线”加密

更多潜在旅游市场
需求将有序释放

阳光短暂“上线”，雨水又要来了
今日迎“大雪”节气，仲冬时节正式开始

12月6日，湖南农
业大学的红枫林到了
最灿烂的季节，百余株
红枫由黄变红，色彩斑
斓。 正值暖阳周末，不
少市民前来打卡拍照。

记者 何佳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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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想坐飞机跨省跨年

调查
机票价格接近高铁票价三折

枫林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