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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4日讯 长沙阴雨连
绵， 出地铁站才发现没有带伞怎么
办？ 回去找到客服中心工作人员，交
20元押金就可免费借把爱心雨伞。继
去年11月收回首批1250把红色爱心
雨伞后，长沙地铁1号线与2号线随即
推出了4000把雨伞供免费借用。

4000把“爱心雨伞”的四块伞
面为四叶草形状，寓意“绿色出行，
一路有你”，目前，雨伞已全部覆盖
地铁1、2号线共43个站点。 乘客在
向地铁客服中心工作人员支付20
元押金后即可借用，7天内，借用人
凭收据可在任意地铁站归还并取回
押金。逾期或者人为损坏的雨伞，长
沙地铁将不予退还押金。

据长沙轨道运营公司盘点统
计， 首批因自然损耗已收回的1250
把爱心雨伞归还率为85.2%，数值远
高于国内其它城市。 ■记者 叶子君

本报3月24日讯 欣赏
千姿百态的矿物宝石、观
看各类古生物化石、 了解
湖南独特的地理地貌……
每年， 湖南省地质博物馆
都会迎来大批探索奥秘学
习知识的青少年。

今天， 记者了解到，省
地质博物馆预计在今年9月
份进行闭馆提质改造，新增
沉浸式体验等内容，增强虚
拟与现实的结合，利用多媒
体手段增加互动性和趣味
性。目前，省地质博物馆就
场馆的提质升级工作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提质升级9月启动

省地质博物馆位于省
政府以南的三馆一中心片
区，占地面积72亩，建筑面
积2万平方米， 展区面积
4000平方米，内设地球、资
源、 古生物等7个展厅及序
厅、矿石林等5个功能区。目
前，馆藏品有1万余件，其中
菱锰矿、方解石等矿物宝石
属于世界一流水平。

3月22日，省地质博物
馆对外发布了提质升级工
作项目的概况， 并向社会

公开征集建议。
省地质博物馆工作人员

介绍， 提质升级方案还处于
向社会征集意见阶段， 具体
的实施还需要公开招标，预
计今年9月份将进行闭馆升
级， 想要参观的市民可以在
提质改造前来看看。

已接待数万中小学生

记者了解到，省地质博物
馆是长沙市青少年社会实践
基地，为达到社会实践与学校
课本相结合的目的，省地质博
物馆根据独特的地学科普资
源，先后推出了以古生物为主
题的“芙蓉龙找妈妈”学习单，
及以矿物为主题的“千姿百态
的水晶”学习单等，让学生有
针对性地学习地学科普知识。

数据显示， 从2015年暑
假至今， 省地质博物馆先后
开展了4期中小学生社会实
践活动，接待学生2万余人。

省地质博物馆工作人员
表示， 如果市民对省地质博
物馆有相关建议， 可通过微
信“湖南省地质博物馆”或者
电话0731-89991321提交，
时间截至4月10日。

■记者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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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的长沙， 春雨淅
沥。“书香长沙” 全民阅读暨第
二十四届长沙图书交易会（长
沙购书节）在省展览馆举行。尽
管下雨， 长沙市民逛书展的热
情不减，开展一小时，现场已是
熙熙攘攘。24日开始至26日，市
民可以去现场感受下浓浓的书
香文化，逛书展、淘好书。这是
长沙2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图
书交易会，参展商超2000人。

书展新变化：
书中二维码更实用了

记者发现，交易会现场，不
少大展商走上“互联网＋”融合
发展之路， 纸质书里的二维码
也引来市民关注。 相较市面上
多以营销为主的书中二维码，
现场一些出版社展示出来的新
书籍书中二维码的实用性和规
格相较以往都高了很多， 阅读
体验更细致更实用。

岳麓书社是湖南本土的一
家古籍专业出版社。 该出版社
展出的中国“四大名著”（名家
演播版）， 不仅封面上有二维
码，每个章节也有二维码。用手
机扫描《红楼梦》某一章节上的
二维码， 立刻弹出一个长达50
分钟的视频页面： 一名北京师
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正在细细
讲解这一章节。 书后配有四五
页的延伸阅读文章，如《贾府衰
败： 五十混杂第四代》《宝黛爱
情的社会制约》等等，一个标题
配一个二维码， 内容不仅扎实
而且使用非常方便。 价格也很
接地气， 一套这样的“四大名
著”仅售96元。

图书正“升级”：
VR技术和游戏要登场

这样扎实的内容和方便的

使用，背后却耗费了不少功夫。
该出版社发行部主任王翔

介绍， 制作这一套四大名著，他
们花了近四年时间，反复与国内
一线演播专家制作和修改内容。
或许是这样的精心制作，该社今
年至目前仅推出6本名著。 不过
王翔透露，今年内他们将结合新
版初中语文课本，推出20多本这
类课外阅读书籍。

让人感兴趣的是，VR技术
与图书的结合，除了在儿童书籍
中， 也将出现在中国古典名著
中。王翔透露了他们即将推出的
古典名著“升级”版：如在经典名
著《红楼梦》中，推出VR阅读。市
民打开书本，还能亲眼看见刘姥
姥初见大观园时的立体景象。除
此之外，他们还研发出了有关红
楼梦的游戏，正研究如何将游戏
与图书结合。

精品书全打折
周末来淘书吧

值得注意的是， 长沙获评
2017年“东亚文化之都”，为湖南
赢得了首张“文化标识”国际名
片。此次图书交易会因此特别开
辟了东亚文化图书特别展示区，
引进了日韩等知名度高、广受欢
迎的原版图书进行展示。 此外，
还有全国重点品牌图书展区、湘
版精品图书展区、精品图书特卖
专场三大展区。

记者在省展览馆二楼的精
品图书特卖专场看到，这里进驻
了6家实体书店， 以精品社科书
籍为主，所有图书将打七八折。

据了解，今年是2017东亚文
化之都长沙活动年，本届图书交
易会既是“书香文化”全民阅评
活动的开幕式，也是2017东亚文
化之都·中国长沙活动年“读山”
的系列活动之一。

■记者 魏静 通讯员 彭文

VR阅读四大名著：跟刘姥姥逛大观园
长沙图书交易会，VR技术和游戏登场 精品书统统打折，周末快来淘好书

3月24日上午，湖南省展览馆，市民在选购书籍。 记者 田超 摄

省地质博物馆9月闭馆提质升级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提质改造意见，有好建议4月10日前都可提

本报3月24日讯 今天上
午，长沙市交警支队通报，2017
长沙城市马拉松系列赛首发站
比赛3月26日在岳麓区进行，当
天上午， 岳麓区多地将实行交
通管制。

记者了解到，比赛时间为当
天8:00-9:00， 比赛路线从河西
王府井商业广场经金星路、咸嘉
湖路到西湖公园北门。马拉松比

赛开始前20分钟对赛道实行分段
交通管制，清空赛道无关车辆和人
员，禁止无关人员进入赛道。管制
路段包括桐梓坡路金星路口至谷
丰路口路段、金星路银双路口至桐
梓坡路口路段、金星路桐梓坡路口
至枫林路口路段、咸嘉湖路金星路
口至西湖公园北门路段。 管制从
7:40开始，分时段解除管制，最晚
9:00恢复正常通行。 ■记者 虢灿

周日早上长沙河西多地交通管制

本报3月24日讯 今天，广铁
集团发布消息，今年清明小长假
期间（4月1日至4月4日），广铁集
团预计发送旅客580多万人，将
再创历史新高。清明假期，广铁将
增开临客39对应对出行高峰。

据广铁集团介绍， 清明时
节，客流会以短途扫墓、踏青客
流为主，日均客流将突破140万
大关，前期客流以广州、深圳、

长沙等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城
镇辐射，后期客流以集中返程客
流为主，部分返程客流可能要后
延到假期结束后几天。

广铁集团分析，预计清明假
期发送旅客582万人， 日均发送
145.5万人， 同比增加23.7万人，
增长4.2%。客流最高日将会出现
在4月2日， 预计发送旅客163万
人。 ■记者 潘显璇

清明假期广铁增开39对临客

本报3月24日讯 昨夜，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之
“中韩大战”最终以中国队1:0胜果
落下大幕，在全城沸腾之时，长沙
地铁人也在毗邻贺龙体育场的地
铁1号线侯家塘站里经历了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役。今日下午，长沙地
铁通过其官方微信号发布，昨日球
赛结束至零点运营完成， 共有近
8000球迷选择侯家塘站返程。

通过提前部署保障疏散方案及
应急预案、 延长运营服务时间1小
时、1号线和2号线各增开4列车等多
项措施， 长沙地铁完成了庞大客流
疏散任务。统计数据显示，当日侯家
塘站客流达25327人次， 是平时日
均客流的近2.5倍。 ■记者 叶子君

在地铁交押金20元
可免费借伞7天

8000球迷经
地铁侯家塘站返程

根据规划，省地质博物
馆是要建成“国内一流、国
际知名”的以矿物宝石为特
色的自然类博物馆，使之成
为社会各界特别是全省青
少年学习地学知识、探索资
源奥秘、了解湖湘地理的国
家级科普基地，以及成为我
省储存地质遗迹、 矿物晶
体、化石标本的重要宝库。

记者注意到， 提质计划
会将现有的7个展厅合并成6

个，分别是地球奥秘厅、矿产
资源厅、地质环境厅、生命演
化厅、矿物宝石厅、地理信息
厅。展厅布展的升级将重点放
在展示方法和手段的改进方
面，包括：侧重展示现象和功
能， 弱化教科书式的说教内
容；增加沉浸式体验，将整个
氛围处于营造的场景中，带给
游客沉浸式的游览体验；增强
虚拟与现实的结合，利用多媒
体手段增加互动性和趣味性。

给游客带来沉浸式游览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