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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随着高考的结束袁全国绝大多数学
生进入暑假遥 经查询票价发现袁许多旅
游热门航线还有大量 1 折尧2 折机票在
售遥 随着市场回暖袁8 月份民航市场将会
迎来一个小高峰遥 有数据显示袁今年暑
期国内机票均价 820.02 元袁平均支付价
格渊含机建燃油冤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了三成遥

据民航局发布的数据袁7 月 23 日袁
民航航班量创疫情以来新高袁 实际飞行
13059 班袁恢复至疫情前约八成曰旅客运
输量达 127.28 万人次袁同比恢复近七成袁
客座率为 73.57%遥 7 月 1 日至 7 月 23 日
共保障各类飞行 26.74 万班袁日均 11628
班袁日均环比上升 6.77%曰旅客运输量共
2642.70 万人次袁同比恢复超过 60%遥

北京飞珠海尧厦门等航线
8 月仍有 1-2 折野抄底价冶票

据调查袁预订 8 月 10 日北京至三亚
的机票袁经济舱 2 折票 650 元曰北京至珠
海机票经济舱 1.6 折票 308 元曰 北京至
厦门经济舱 1.7 折票售价 390 元曰 北京
至西安仍有经济舱 1.6 折机票 349 元
等袁比往年同期相比价格便宜一半甚至
更多遥

准备带孩子暑期旅游的王女士说院
野每年暑假都是飞机票价格较高的时
段袁 今年北京三亚往返只需 1100 元袁是
我历年来买到的最便宜的一次了遥 冶据
去哪儿网发布的预测报告袁七成 95 后提
前一天买票袁暑假就要来一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遥

今年暑期机票预订中袁30 岁以下占
比近五成袁 其中 18-25 岁出生的 95 后
占比 19.68%袁25-30 岁出生的 90 后占
比 18.86%袁 成为占比最高的年龄群体遥
酒店预订中袁18-25 岁的群体占比 27%袁
相较去年同期增长近两成遥

据相关大数据分析袁今年暑期袁3 人
以上的结伴旅行订单占比达到 31%袁毕
业旅行占比 17%袁情侣出游占比 11%遥女
性撑起了今年暑期出游的大半边天袁不
仅占比超过了六成袁连姐妹团的出游人
数都比兄弟团高出 3 个百分点遥

在所有暑期出游的人群中袁首次搭
乘飞机的用户占比达到 15%袁 成为近年
首期新增用户最多的一年袁其中首次搭
乘飞机出游的 95 后用户占比达到 21%遥

数据显示袁上海尧广州尧深圳尧杭州
等一线城市成为这些新野飞客冶的主要
目的地遥 从校园到工作袁许多 95 后迈入
社会的第一步从一张机票开始袁这些刚

刚进入工作的 95 后袁正在成为出游市场
最有活力的新力量遥

机票降价尧酒店涨价
95 后野说走就走冶

有数据显示袁截至目前袁今年暑期机
票均价 820.02 元袁 较去年同期降低 127
元遥 受价格影响袁今年暑期出行普遍预
订周期缩短至行前三天袁有超七成 95 后
游客在出行前 1 天预订机票袁 说走就走
成为今年暑期许多年轻人的选择遥

进入 7 月以来袁 有关暑期的机票搜
索量大幅增长遥 7 月份有关暑期的机票
搜索量较 6 月中下旬增长 4 倍袁 其中北
京地区机票搜索量环比 6 月中下旬增长
9 倍袁是全国增幅最大的城市遥 上海尧成
都尧广州尧深圳尧昆明尧重庆尧西安尧杭州尧
海口尧郑州是今年暑期最热门的十大目
的地遥 在热门航线中袁成都航线表现抢
眼袁 上海-成都成为今年暑期最热门的
航线袁广州-成都尧深圳-成都两条航线
也进入前十袁分别排名第三尧第六遥

不同于机票订单中清一色的一线尧
新一线城市袁今年暑期酒店预订中袁旅游
城市成为热门遥三亚尧上海尧成都成为高星
酒店预订量最高的三个城市袁长沙尧青岛尧

苏州尧南宁尧宁波等旅游城市进入前 20遥
价格方面袁在高星酒店中袁三亚以

1693.34 元成为暑期全国每间夜最贵的
城市袁 相较 2019 年暑期价格增加 59%袁
价格比上海高星酒店均价贵出近 700
元遥 尽管如此袁在今年暑期的高星酒店
预订中袁三亚成为预订人数最多的城市遥
以 80 后为代表的亲子尧家庭出游成为三
亚暑期最主要客群遥

国内游迭代升级
三亚成暑期野新宠冶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袁很多游客把目
光放回国内遥 自海南自贸港建设政策发
布以来袁 三亚更是成为旅游热点城市遥
尤其 7 月 1 日袁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额度
提至每年每人 10 万元袁大家把出游热情
和攒了半年的钱一窝蜂砸向三亚遥

三亚成为今年暑期野新宠冶遥 去哪儿
网总裁勾志鹏认为袁截至 6 月袁国内仍有
1.4 亿去年坐过飞机的人袁 今年还未出
行遥 这当中大部分人将更看重今年野第
一次冶出游遥 在出游时长方面袁近半数游
客在三亚停留时间由往年 3 至 4 天延长
至 5 天及以上遥野两大一小冶尧野两大两小冶
成为三亚最常见的游客配置遥 蔺丽爽

都正街不长袁三百来米遥从街口
晃到街尾袁感觉如进了某个老长沙
人收藏细软和珍宝的隐秘地袁满
目都是好风物院一卷麻石铺地尧绿
叶悬壁的长街袁 两边站立着画了
门神的老墙袁挂了红灯笼尧高不过
三四层楼的老铺子尧旧公馆袁还有
老师傅炸爆米花和拉黄包车的场
景雕塑以及一家家汉服店尧茶楼尧
老酒馆噎噎这老味道新气息组合
的一切袁 皆在宁静的日光和厚实
的绿荫里遥

夏日的正午袁将雨未雨袁街上行
人寥寥遥我享受着自由自在袁穿东屋
走西巷的散漫闲适遥 这里长长短短

的巷子袁不只曲径通幽袁互相通达袁
名字也极有烟火味袁俗如铁铺巷尧香
铺巷等袁让人望名而知袁是前人做铁
器尧熏香营生的地方曰雅的袁便如清
香留巷尧凤凰台尧东池等遥 老街巷都
是有故事的袁像从都正街旁逸而出
的易家巷袁 便是因清道光进士尧官
至陕甘总督的易棠建故居于此而
得名遥 詹王宫巷袁原来建有祭祀酒
席业宗祖詹王的庙宇遥 詹姓师傅乃
隋文帝大厨袁 做佳肴水平绝伦袁得
封野詹王冶袁被长沙历代事厨者尊为
保佑神遥 为跟从詹王荫庇袁后世众
多湘菜名师聚居此地袁使得这条小
巷一度成为湘菜大本营遥 最有意思

的是袁据文字记载袁咸丰十一年袁书
法家何绍基就是在这里摹写了书
法名帖 叶石门颂曳遥 饭菜香与书法
美袁在一巷勾连袁真是佳话遥 至于凤
凰台袁据说是明代长沙吉王为女儿
凤凰公主筑台建梳妆楼的地方袁它
承载了深深的父爱袁后人听闻袁皆为
之动容遥

都正街尧千总巷的名字袁同样有
其缘起遥清初袁置绿营都司衙门和千
总署于此地袁留下的两个地名袁将遥
远岁月那头的一丝野兵气冶袁刻录下
来袁成为印证历史烽火的实锤袁亦提
醒后世警觉袁凡重地袁皆可能滋生兵
戎袁唯有和平一道袁可护万民安乐遥

国家典籍博物馆
7 月 28 日恢复开放

国家典籍博物馆将于本月 28 日起实行
错峰限流预约开放遥 开放期间袁国家典籍博物
馆实行分时段预约参观政策遥

恢复开放的同时袁野诗歌的样子要要要全国
儿童美术作品展冶将在典博第二展厅开展袁展
示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的百余幅优秀儿童绘画
作品遥据介绍袁展览作品创意来源于我国古代
经典诗歌袁采用多种绘画形式袁表达了儿童对
于古代诗词的理解和阐发遥 同时袁配合展出的
还有典博收藏的诗歌及插画相关的经典文
献袁如中华再造善本叶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曳叶王
摩诘文集十卷曳叶乐府诗集一百卷目录二卷曳
叶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三卷曳叶读画录四卷曳 等遥

孙乐琪

超 500 家景区
打出降价牌

7 月 26 日袁记者梳理发现袁截至目前袁山
东尧山西尧河南尧陕西尧贵州尧甘肃等多地至少
有 500 个景区已经或即将在下月实施门票免
票或大幅降价等价格优惠措施袁 还有部分景
区近期启动了各种跨界联动带流量的活动遥

具体来看袁目前袁山东尧山西尧河南尧贵州尧
甘肃甘南州尧 陕西西安等地都先后发布了景
区免票政策遥 其中袁山西省文旅厅明确袁全省
126 家 A 级以上旅游景区将在今年下半年周
一至周五工作日期间袁 向全国游客免首道门
票袁包括云冈石窟尧五台山尧平遥古城等曰而陕
西西安则在宣布当地跨省旅游全面恢复的新
闻发布会上提出袁8 月 1 日起袁大唐芙蓉园等
5A 级景区以及西安全市 80%以上的各级各
类国有博物馆尧行业博物馆尧非国有博物馆都
将免费开放袁而钟鼓楼也将延长开放时间曰此
外袁7 月 31 日前袁贵州省的黄果树瀑布尧梵净
山景区等 420 个 A 级旅游景区等也都免费开
放遥 蒋梦惟

8 月民航市场将迎小高峰
旅游热门航线没涨价

都正街院老街风物最长沙
阴方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