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 长沙再
次成为“顶流之城”，实力圈粉全国
游客。

景区、公园、地标建筑、特色餐
饮众多的长沙， 哪些景区成为了游
客钟爱的旅游地？ 哪些特色餐饮最
能吸引吃货们前去打卡？ 哪些文化
场所异军突起？

钟爱打卡的朋友们， 这个国庆
节，去长沙哪里打卡了？

10月12日，三湘都市报联合巨
量引擎旗下巨量算数发布《抖音美
好城市榜之长沙》，统计国庆七天长
假期间网友们通过抖音平台自发上
传的长沙打卡足迹。大数据之下，这
份榜单洞见长沙吃住游娱购等领域
的消费特点。同时，正因为是七天短
期数据，也涌现了一些“新宠”打卡
地点。 ■记者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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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来长游客最多

湖南省文旅厅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湖南
疫情防控形势较好， 加上天
气晴好，居民出游意愿较强。
纳入监测的107家A级景区，
七天累计接待游客994.46万
人次，同比增长38.08%；累计
实现营业收入16.98亿元，同
比增长45.25%。 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背景下， 省内游客成
为主力，占78.4%。

抖音榜单显示， 从外地
城市游客流入长沙这一维度
来看，株洲、湘潭、岳阳的游
客位居前三，深圳、邵阳、益
阳、衡阳、武汉、娄底、广州分
别位居第四至第十。 不难看
出，外省来长游客中，深圳、
武汉、广州的游客最多。

由于距离邻近， 湖南一
直以来都是广东等省份居民
的“后花园”，成为他们旅游
目的地的热门之选。同时，从
深圳、武汉、广州来长沙，乘
坐高铁既方便又快捷， 比如
从武汉来长沙搭乘高铁耗时
仅一个半小时左右， 广州来
长沙的高铁耗时不到3个小
时，车次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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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撑起顶流长沙？ 哪里是打卡之王？
三湘都市报联手抖音发布“网红长沙打卡巅峰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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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广场成最热门地点

“之前经常在抖音上刷到长
沙的特色美食，茶颜悦色、文和
友在网上特别火， 对湖南广电、
橘子洲头也慕名已久，一直想来
长沙玩，直到这次国庆才成行。”
10月2日， 认真做了一番出游攻
略后，广东人陈坚和女友从广州
坐高铁来到长沙。

两人选择了在五一广场附
近的酒店入住，“这里是长沙的
中心城区， 好吃好玩的地方多，
夜经济繁荣，每晚我们都会来这
里逛逛。”

三天的旅行时间，两人把行
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去了橘子洲
头、马栏山等地，臭豆腐、小龙
虾、茶颜悦色等美食让两人直呼
过瘾，“从广州坐高铁来长沙不
到3个小时，很方便，下次有时间
还打算来玩。”

榜单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长
假期间， 长沙地区的景区中，五

一广场热度最高， 橘子洲景
区、长沙世界之窗紧随其后。

文和友一天排号上万桌

从清晨的一碗米粉， 到午夜
火辣辣的小龙虾； 从排长队的网
红餐厅，到藏身小街小巷的“苍蝇
馆子”；更别提臭豆腐、糖油粑粑、
热卤、 猪油拌粉等这些美味街头
小吃；只要想吃尝鲜，即便七天长
假，长沙美食也能绝对不重样。

从北京来长沙游玩的刘珊
珊，10月2日晚9点和朋友去逛位
于海信广场的超级文和友。 让她
大吃一惊的是，大屏幕显示，此时
的就餐等位桌数超过3000桌，当
天的排号人数超过了1.5万， 她不
得不知难而退，避开就餐高峰期，
第二天白天来消费。 待在长沙的
这几天， 最让刘珊珊印象深刻的
是夜经济的繁荣以及随处可寻的
烟火气，“过了晚上12点， 五一广
场附近仍是人流如织， 好些小区
附近都有大排档，约朋友吃夜宵、
喝酒很方便。”

从榜单来看， 一众餐饮门店
中， 国庆期间抖音网友在长沙文
和友的打卡率高居榜首， 徐记海
鲜蓝麒麟餐厅、虎头局·渣打饼行
蔡锷南路店、阿华大虾7MALL店
等餐饮店也人气十足。

湘派相声“笑果”十足

当然，长沙的魅力，绝不仅仅
限于吃喝玩乐。在长沙，会展中心、
艺术馆、博物馆、美术馆、笑工场、
笑嘛剧场等文化场所同样成为打
卡胜地。

北有德云社， 南有笑工场。国
庆假期来长沙感受湖南相声文化，
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10月1日至6
日，大兵携手笑工场众笑星在坡子
街湘江剧场连演六天，剧场人气满
满。从湖北来长沙的杨诚，10月3日
在朋友的陪同下在笑工场看了一
场韵味十足的相声演出。“现场有很
多长沙方言，虽然好些话不能立即
明白，但演员的表达方式特别容易
让人捧腹大笑，带我来的朋友是长
沙人，偶尔在旁解释，让我基本能领
会到全部笑点，‘笑果’十足。”

《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等
脱口秀综艺，带火了线下观众观看
脱口秀感受“段子艺术”的热情。这
个国庆假期，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栖
凤路的笑嘛剧场小火了一把，屡见
尚未下榻酒店便拖着行李箱来看
演出的外地游客。

星城之光，起于何处？
从没有无缘故的爱，从没有无

细节的火。
这个国庆假期， 长沙各大商

场奇招迭出，密集推出各种创意活
动； 长沙市免费开放近3万个机关
单位停车位，让位于民，展现满满
的为民情怀和真挚的待客之道；志
愿者们放弃休息，用温暖、爱心、奉
献为游客们的出行“保驾护航”。

146场创意活动登场

高铁吾悦广场举办了《盗墓笔
记》雨村隐事主题展，吸引该剧粉
丝从全国慕名而来，国庆平均客流
量8万多人次，比平时提高80%。德
思勤城市广场10月3日至4日举办
街舞精英挑战赛，日均客流量达13
万人次，比平时提高60%。

据统计，长沙市国庆期间举办
了36个主题促销近146场子活动，
拉动销售、客流双双提升。

3万停车位免费开放

以往的节假日，想要在人流汹
涌的坡子街找到一个停车位，可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开车的游客往往
转几圈也难找到一个空车位。但这
个国庆，情况大不一样。

10月3日， 长沙市民陈彬开车
载着从外地来长沙游玩的亲戚来
坡子街火宫殿吃饭，顺利将车停到
了坡子街街道办事处院内。记者了
解到，从9月30日晚至10月8日早上
7点， 坡子街街道办事处的停车位
全部免费开放给市民、游客，不少
游客离场时被告知不需付费，都感
到很惊喜。

据统计， 长沙市在国庆节假期
共免费开放29531个机关单位车
位。

志愿者细心守护

作为长沙的核心城区，一到节
假日， 天心区黄兴南路步行街、太
平街、 南门口等地的游客尤其密
集。 为了给广大游客提供便利、舒
心的旅游出行体验， 今年国庆假
期，长沙天心区组织了3000余名志
愿者提供志愿服务， 在商业广场、
旅游景点、交通路口、大街小巷等
地方，都能看到志愿者们冒着高温
忙上忙下、奉献爱心。

顶流幕后

创新+用心=星城之光
因为值得记录， 所以想要

分享。打卡、上传、分享，是这个
时代里人们手握的话语节点。
2021年国庆假期之后，细数人们
打卡的快乐中有长沙的哪些光
影碎片，是件有意思的事。

就在两年前的国庆长假，
一张长沙超级文和友逾两万号
的取号单，猛然宣告：长沙，红
了。接踵而来，对大多数到访游
客来说，到长沙打卡毋庸置疑，
到长沙哪儿打卡才是头痛的问
题。

长沙是位“网红”，长沙不
止于“网红”。今年，这座不断突
破自己的魅力之城， 再次聚焦
了全国各地游客的关注。

互联网的时代， 更新换代
很快。走近长沙，会发现：长沙
的长，竟是创新擅长。“老名牌”
们仍具魅力，“新坐客” 不乏实
力： 新开设的商场火速向世人
抛出橄榄枝，海鲜、火锅、柠檬
茶等等本不属湘菜擅长的范畴
也纷纷亮出绝活。

互联网的时代， 名不符实
总在。长沙的长，是长红的长，
更是长情之长， 也是超长待机

的长。做好服务，长沙给出了最
大的诚意： 免费开放行政单位
停车场， 组织一场又一场湘韵
国潮味儿十足的特别演出，更
多的是这里商户们自主策划的特
别活动……

并未恃宠而骄， 却是再赋盛
情。泡沫褪去，真实流量比拼的是
软硬实力。人们用脚步丈量长沙，
以短视频记录长沙， 让流量回馈
长沙。奔赴山河，不负热爱。

驻足向前探一探———长沙的
长，一定是未来更长。移动互联时
代，少有永远的赢家。以湖湘特有
的热情好客之道，刚烈果决之力，
俯身弄潮， 不惧打破、 改变和新
生。

未来，就是长沙的时代。
■记者 朱蓉

记者手记

这是长沙的时代

打卡之王

吃货最爱 脱口很秀

最爱之城

■插画/刘贵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