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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大：
“熊二快来看啊，
好多熊孩子”

约 13 万人赴城区七景点过节；长沙生态动物园动物因人多“抓狂”
；今日游园最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数字]

车多

孩子快乐就好

长沙生态动物园创今年单日游客量之最

6月1日，
南郊公园，
不少家长带着小孩过儿童节。图/记者陈勇

今年陪孩子过
“六一”
的经历，
让小编扎实体验了
一把熊孩子们的生活。原
来，
过
“六一”
，
跟神马
“情人
节”
“五一节”
、
“国庆节”
、
“春
、
节”
一样，
除了车多、
人多，
就
是人挤、
车堵。
去动物园看动物，
变成
了去动物园给动物看，
用近
期大热的动画片《熊来了》
里，
主角熊大的话来说，
就
是
“熊二快来看啊，
好多熊
孩子”
。
[游情分析]
一、
节日赶上假日
“六一”恰逢周六，孩子和大
人都放了假，不用请假调班，家
长即可带着孩子出游。
二、
天气凉爽、
适宜出游
“六一”凉爽的气温让出游
少了阳光的暴晒，游玩变得不那
么累人，大家游玩的兴致也因此
高涨。
三、
细雨纷纷、
室内游升温
天气让室内游项目成为不
少出游家庭的第一选择。不少
家长更是因为飘落的阵雨，临时
将户外游改为室内游。

晨报镜像

人多

长沙生态动物园工作人员说，1 号当天
入园人数在 1.6 万人左右，
“是今年来单日游
客量最大的一次。”工作人员表示，拥堵确实
给不少游客带来了困扰。
“ 因为停车场是外
包的独立收费停车场，不少游客将车停在路
边，
这也导致后来的游客难以进入。
”
【建议】 长沙生态动物园工作人员说，
小动物们在“六一”也见识到了小朋友的热
情，玩偶剧和小动物见面会都围满了小孩
子，大猩猩见到这样的场景，都有“抓狂”的
表现了。
“两类动物表演都是有固定时间的，所
以也提醒家长，如果小朋友想看动物表演，
记得先看好时间合理安排，这样才能带孩子
玩得尽兴。
”
记者刘颖 实习生张瑜

南郊公园日游客量约6万

园方提醒市民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本报长沙讯 公园是“六一”的常规去
处。虽然昨天的长沙不时飘点细雨，但南郊
公园当日的游客仍达到了约 6 万人次。
在株洲从事 IT 行业的冯天浩，与在长沙
读小学的儿子明明分居两地。由于工作繁
忙，父子俩难得聚在一起外出游玩。今年的
“六一”恰逢周末，公司放了假，冯天浩立即
开车从株洲赶回长沙，一大早便带着妻儿逛
南郊公园。冯天浩说，上次和儿子明明出来
玩，
还是两个月前了。
可是，一家子刚到南郊公园，就因为停
车发了愁。公园门口的停车位，早已被密密
麻麻的私家车占据。冯天浩驱车兜了个大
圈，
才在几百米外找到了一处停车位。
1 号下午，天空飘起了雨，但公园里依然
人潮汹涌。公园方面对当天入园人数作了

变形金刚成了人气王，长沙世界之窗涌入
1.2 万游客 虽然下着雨，但造型各异的变形金
刚和精彩纷呈的主题表演引爆了小朋友们的热
情。6 月 1 日开园不到 1 小时，长沙世界之窗就涌
入了 2000 多游客。截至下午 6 点，世界之窗共接
待游客超过 1.2 万人。
记者邓蓉

1.7万

海底世界接待人数达到 1.7 万 因为下雨的
原因，室内游便成为出游家庭的首选。深受小朋
友喜欢的长沙海底世界昨日也迎来了接待高
峰。海底世界昨日接待人数达到了 1.7 万多人
次。
记者邓蓉

0.5万

冰雪世界日接待游客超五千人 昨日上午
10 点，家住长沙井湾子的李女士带着孩子豆豆去
了长沙冰雪世界。据悉，长沙冰雪世界昨日接待
游客达到了 5000 多人次。
记者邓蓉

1.1万

1.1 万人参加石燕湖“激情摸你黑” 六一儿
童节在石燕湖生态公园举办的“激情摸你黑”活
动。这次活动的“黑泥”主要成分是淀粉以及巧
克力原浆配置而成。据介绍，
今年的活动有 1.1 万
人参加，
比去年的四千人翻了2倍多。 记者斯茅庚

[一个父亲的“六一”]

芙蓉南路变身露天停车场

本报长沙讯 过“六一”，不少家长都想
带孩子去亲近一下大自然。去动物园看动
物，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动物园
就被
“熊孩子”
们占领了。
4 岁的小雨，一直想去动物园看长颈鹿，
爸爸妈妈便在“六一”这天，开着车带小雨一
起到位于芙蓉南路的长沙生态动物园。
上午 9 点，一家子从河西出发，可抵达动
物园时，
已经是中午了。
“人太多了，路上又堵，开车累得够呛。
回来时我都是搭的朋友的车，等晚上再去取
车。”小雨妈妈说，芙蓉南路修地铁，路面被
占了大半，加上去动物园的私家车太多，不
少都选择停放在路边。
“ 掉头的、转弯的、停
车的，路上乱成了一锅粥，上午芙蓉南路就
是一露天停车场。”

1.2万

数据统计。
“ 当日入园人数共计约 6 万人”。
南郊公园管理处经营科科长胡桂林说：
“平
时的周末只有 1 至 2 万，六一是平时的三四
倍。虽然下了雨，
但气温比较适宜出行。
”
【建议】 “如果 2 号天气不错，预计人数
将与 1 号相当。”胡桂林给打算来园游玩的市
民提了几条建议：
一.带小孩的家长要注意孩子的人身安
全。由于园中人口密集，不要让孩子远离自
己，
防止走失；
二.爱护公园环境，
遵守秩序，
文
明游园。观赏景点时，
耐心排队等待，
不要拥
挤；
吃剩的食物及纸袋等垃圾不要随手乱扔；
三.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南郊公园门
口的停车位只有 100 多个，
远远满足不了车位
需要，
避免因停车造成的麻烦。
记者帅泉

几天前就在跟儿子商量，六一去
哪玩。
头天晚上，就开始收拾出游的行
装。带些什么，总要准备的妥妥当
当。面包、水、汗湿后替换的衣裤都
要装在包里。
6 月 1 号上午 9 点 30 分，我们一
家被堵在芙蓉南路，天空飘起小雨
点。频繁踩着离合器与油门的我开
始后悔这趟出行。
数次问儿子：
“下雨了，咱们回家
好不？”
“要去动物园。”坚定的童声让我
不忍心拒绝。
在折腾近 1 个小时后，我决定将
车子随便甩在离动物园大门还有 400
米开外的地方，步行过去。
扛起三十多斤的儿子，
“恩，不就
是一袋大米吗？咱顶得住。
”
排队，购票；排队，进门；排队，坐
车；排队，看表演；排队，吃泡面；排
队，
划船；排队，玩游乐园……
“这人怎么这么多？”一天下来，
至少一半的时间是在排队与等待。
焦躁，
身心俱疲，
汗水淌湿了T恤。
“靠，这小子今天怎么这么精力
旺盛？他为什么还不困？还不想睡
午觉？”
在儿子一次次的哈哈大笑中，一
次次与陌生小伙伴的大喊大叫中，我
突然发现，原来，他是如此的快乐；他
是如此的全情投入；他是如此的排除
万难。
在回家的路上，兴奋了一整天的
儿子躺在妈妈怀里睡着了，手中还紧
握新买的“电动泡泡枪”。
腰酸背痛的我还得开车跋涉，但
是想想，
“儿子高兴就好，不是吗？”

0.26万

70%

一天来了3个周末的游客 湖南烈士公园也是
“六一”
最受欢迎的游玩场所，
但因为免门票，
入园人
数无法统计。烈士公园海洋馆售票员黎某说：
“普
通周末两天大约卖800张票，
儿童节这天，
卖了2600
张票。
”
记者算了一笔账，
海洋馆儿童节一天接待的
人数，
相当于3个周末。
实习生舒纯 记者夏盛
七成电影是动画片 据星美国际影城长沙
悦方店市场部经理刘亚鑫介绍，为了迎接六一儿
童节，在当天的排片表中，70%都是动画片。
记者王庆祺

［相关新闻］

梦想盒坐上时光穿梭机
本报长沙讯 “我希望我们也能和姐姐哥哥
一样，有这么好的学校。”
“ 我希望浏阳的小朋友
能够和我们一样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这是吴
嘉荣和高梦燕一起种下的梦想。
包括吴嘉荣一起来到长沙的共有 16 名浏阳
白石小学的孩子，他们分别和长沙市清水塘三小
的 16 名孩子联谊结对。32 个孩子一起参加运动
会，一起吃牛排，看电影，还一起种下了各自的梦
想和感言。
实习生王亮 记者沈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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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无阻
“老八路”

5 月 30 日下午，长沙市实验小学附近，颜爷爷接到放学的三年级学生颜大明，兴奋地抱
了起来。

5 月 28 日下午，长沙韶山路砂子塘公交车站，卢爷
爷一边等公交车，
一边给外孙女兰梓瑞摇扇子。

5 月 30 日晚，长沙滩头坪社区，潘奶奶正在陪伴做作
业的孙女。

5 月 29 日中午，长沙开福区新竹小学附近，
黄会旋老人接外孙女刘佳妮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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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作日，
69岁的黄会旋老人都要去长沙开
福区新竹小学接送外孙女刘佳妮上学、
放学，
风雨
无阻。
从家到学校，大约步行 8 分钟，她每天都要走
8 次，所以总笑自己是“老八路”。院子里也有好
些要接送孩子的老人，经常被邻居们调侃：
“老八
路们，又出发了呀？”
黄会旋的生活，被这一天 8 次的固定出行切
割成许多块，其余时间还要买菜、做饭、看报纸。
她坚持亲自接送刘佳妮，因为路上能问问孩子的
学习情况，
也算是帮女儿女婿分担一些责任。
有人说，
“老八路”是“倒孝”。原本儿女长大
后该孝敬父母，现在却成了孙辈出生后，老人反
而要倒孝儿孙。但黄会旋觉得，年轻一辈工作太
忙，
她宁愿辛苦自己，
也不愿累着他们。
谢 爹 爹 和 老 伴 也 是 众 多“ 老 八 路 ”中 的 代
表。从幼儿园开始，到现在读一年级，两位老人
都会骑着电动车接送孙女。
当火星小学的老师将孩子们带到校门口时，
谢爹爹一眼就看到孙女，并牵出人群，抱到电动
车坐凳上，让孙女坐在自己和老伴中间。与其他
老人稍有不同的是，每周有两天，吃过晚饭，他们
还要接送孙女上绘画课和舞蹈课。谢爹爹说，家
里只有一个宝贝，肯定要捧在手心里。只要孙女
甜甜地笑一下，他就觉得开心，握电动车的手都
有劲些。
长沙市民陈先生无比怀念自己小时候“排路
队”回家的场景，老师宣布放学后，同学们分方向
组成几个小队，小手搭在前面同学的肩上，中队
长吹着口哨，带着路，过马路时还提醒大家要注
意车……只是这样的场景，现在很难看到了。如
今的路上，车多人多，孩子的安全总让家长忧
心。甚至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少走些路，特意把
家搬到学校附近，图的也是个安全。
于是，每天上下学时间，每所学校门口，都会
被这样的“八路”包围着。他们准备好的零食和
水，送到孩子嘴边。而孩子肩上的书包，迅速转
移到了他们手中。沉甸甸的，
是爱与责任。
图/记者谢长贵 文/记者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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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9 日下午，长沙雨花区德馨园小学，等待孩子放学的老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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