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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洲重新开园，首个周末迎客3.3万余人次

“
久违了，你和以前一样美”
经过整整十天的连续清淤清洗和修缮恢复， 被洪
水穿洲的长沙橘子洲景区在洪水退去后面貌很快改
善。7月15日，闭园半个月的橘子洲在精心梳洗后重新
亮相，在游客眼里，风雨过后，橘子洲依然美丽。据悉，
该景区重新开放后的首个周末，共迎来游客3.3万余人
次，其中开园首日迎客1.8万人次。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谷家茹 李红

现场

【本地游客】
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园了
6月29日，为迎战即将到来
的洪峰， 经报请上级主管部门
同意，当日13时30分，橘子洲景
区启动临时性紧急闭园措施，
谢绝游客参观游览。
7月15日，洪水退去后橘子
洲开园的首日。“7时一过，在橘
子洲站下车的游客就多了起
来。” 当天在长沙地铁2号线橘
子洲站值班的地铁安保人员习
永涛说。
“没想到，洪水一退，景区
这么快就开园了， 而且和以前
一样漂亮。”15日7时30分许，在
橘子洲景区垂柳依依的亲水步
道上，凉风习习，69岁的何凤林
正在散步。 随着儿子在长沙河
西安家，7年前开始， 他就一直
住在长沙， 多年来常常到橘子
洲逛逛也几乎成了他和家人生
活中的一部分。“没想到， 这次

洪水这么大， 最深的时候这栏
杆几乎没顶了。”指着亲水步道
临江一线的栏杆，何凤林说，景
区闭园后， 他经常站在橘子洲
大桥上关注着被洪水包围的橘
子洲，“后来看到很多志愿者去
洲上帮忙，我也很想去，可担心
年龄大了怕帮不上忙反添乱。”
得知橘子洲景区将重新开园，
15日一早， 他就从家里赶过来
了，在景区到处走走看看，他发
现洪水过后橘子洲很快就恢复
了昔日的美丽。
当天一大早， 橘子洲景区
又出现一群群跑步者的矫健身
影。“平时我们喜欢在橘子洲夜
跑，特殊时期才会晨跑。”在橘
子洲大桥南支桥下， 网友“白
鹭”和师弟迎面跑来，他们当天
决定跑上6.6公里来 纪念 景 区
重新开园。

【外地游客】
这次看到的橘子洲更美
15日上午， 毛泽东青年艺
术雕塑广场上，“独立寒秋，湘
江北去，橘子洲头……”面对着
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像， 一群黑
皮肤的外国友人有的正向导游
讨教《沁园春·长沙》的中文读
—
法， 有的正忙着拍照合影——
他们是橘子洲景区恢复开园后
第一批外国游客。
在橘子洲景区游步道两
侧，太阳花正迎着朝阳绽放。一
拨拨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游客，见
证橘子洲洪水退后的勃勃生机。
“今天踏上橘子洲，路面干
净整洁、景区风景怡人、到处是
游客， 几乎感觉不到洪水过后
的痕迹。”从北京来长沙游玩的
大学生刘天骄15日一早刚到长

沙就把橘子洲作为首站， 江神
庙、橘子洲头、边坡上正在为修
复植被忙着翻土的景区工作人
员……爱好旅游的他用手中的
镜头不断拍下他心目中最美的
橘子洲，这不是他第一次来橘子
“
小时候，跟家人来玩过，但这
洲，
次看到的橘子洲更美。”
开园首日，几乎每隔5分钟
就有一台满载游客的大巴开进
橘子洲， 基本恢复了特大洪水
前的水平。包括观光小火车、洗
手间、休息凉亭等，洲上的游览
设施设备也基本恢复到原来水
平 。“长 沙是 我 们 旅 游 的 第 一
站，今天第一天到长沙，恰好碰
上橘子洲重新开园，真幸运。”来
自内蒙古的姜韬和家人表示。

进展

洲上约20万平方米受损草坪几天内可铺植完
没有灾后重新开园仪式、
也没有新闻发布会……虽然，
景区灾后重新开园很低调，但
提前获悉情况的各媒体纷纷把
镜头聚焦在橘子洲。
“我们为了按时恢复开园，
可谓是争分夺秒， 昨晚 （14日
晚）还有近200名工作人员通宵
铺 植 游 步 道 两 边 的 草 坪 。”15
日， 橘子洲景区管理处办公室
主任彭志浩说， 橘子洲景区草

皮种植面积总 共 50.16万平 方
米，此次洪水穿洲，受长时间高
水位浸泡影响， 洲上约20万平
方米草坪受到损毁， 另外有些
被泡水的植被受损情况或将过
段时间才会呈现，“根据现在的
作业速度， 预计三四天草坪可
以铺植完毕。”
据工作人员介绍， 刚过去
的这个周末， 景区迎来游客共
计3.3万余人次。

7月15日，长沙橘子洲景区重新开园，在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广场，众多游客来这里游玩，并拿出相机拍照留念。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谷家茹 李红 摄

记者手记

旅游连线

风雨过后，橘子洲依然美丽

暑期游高峰，办理出国（境）证件的明显增多

湘江水位今年一次次地刷新着长
沙水文站的历史纪录，7月3日0时12
分，飙升到历史最高水位39.51米。
为迎战即将到来的洪峰，6月29日
13时30分，橘子洲景区紧急闭园，闭园
前记者目睹了景区工作人员在雨中耐
心劝离游客的一幕幕；随着洪水上涨，
景区6月30日12时以前，已组织各经营
单位和景区人员800余人安全转移；7
月1日19时26分， 橘子洲景区洪水穿
洲， 留守的景区应急分组成员仍在洲
上坚守， 他们不仅守护着洲上设施的
安全、维持着洲上与外界的联络，还协
助自来水厂员工护卫着河西几十万居
民的“水缸子”；在橘子洲与外面的陆
上交通断了后， 驻守在橘子洲大桥桥
头的景区后援组通过皮划艇给洲上留
守人员送来需要的东西，让“孤岛”不
孤……
洪水每降1厘米该怎么做都有方
案， 随着湘江水位的下降， 自7月4日
起， 橘子洲景区就迅速启动了灾后自
救与复园工作； 在得知景区清淤缺人
手和清洗工具时， 一拨又一拨团体志
愿者自带清洗工具涌上了橘子洲清
淤，烈日下，踩着深及膝盖、恶臭难闻
的淤泥，挥汗如雨……
这一路跟踪采访， 记者看到的有
紧张有序中的科学防汛抗灾， 有景区
应急分组成员在洪水穿洲时所表现的
责任与担当、面对“张牙舞爪”的洪水
时紧张抗洪中所展示出来的淡定，更
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一个个感
人故事在橘子洲上不断温情上演。
半个月来，橘子洲上的一幕幕，只
是长沙全城鏖战洪峰、 灾后积极自救
的一个缩影。这个夏天，洪水穿洲的橘
子洲将被我们铭记， 一起被铭记的还
有大家为护卫自己幸福家园的精气
神、 齐心合力共建美好家园的温情故
事。
风雨过后，7月15日， 重新开园的
橘子洲，依然美丽，景区游步道两侧，
太阳花正迎着朝阳绽放。
■记者 陈月红

四条攻略教你
暑期出境游省时办证！
随着暑期的到来，一大拨
热爱旅游的市民正在赶往办
理出国（境）证件的路上。
“7月以来，出国（境）证件
的日均受理量从3000余人次
增加到了6000余人次，呈‘井
喷式’增长。”在长沙市公安局
人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出入
境审批科科长何湘平告诉记
者，适值暑期游高峰，办理出国
（境）证件的市民明显增多。为减

少等待时间， 建议广大市民提
前准备好办证资料，就近办理。
同时，办理出国（境）证件
费用也有所下降，如普通电子
护照首次申领、换发、补发的
费用下降了40元，往来港澳通
行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
证每本价格都下降了20元，签
注费用也有相应的下调。
■记者 龚化
通讯员 何湘平 陈旭

四条攻略帮你省时办证件
网上预约选择时段就近办理
市民可通过长沙市公安局网上公安局、 长沙警民通APP、
“长沙公安”微信公众号、支付宝长沙城市服务等方式进行预约，
选择时段预约到就近的人口与出入境接待大厅办理因私护照、
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

就近选择办理地点
市民可在长沙市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接待大厅、 长沙市政
务服务中心、 各分区县市局人口与出入境接待大厅就近办理因
私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出国（境）证照。

选择自助办理
已持有新版卡式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的长沙居民， 需要办
理再次赴港澳个人游签注的， 可以前往长沙市公安局人口与出
入境接待大厅、长沙市政务服务中心、各区县分局办证大厅、梅
溪湖公安便民自助服务点， 选择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自助加签
服务，并且可以实现立等可取。

提前准备办证资料
现在办证申请材料非常简单，携带身份证及复印件即可。但
部分申请类别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证件， 尤其是携带未满
十六周岁未成年人办证的，需预先准备好户口簿、监护人身份证
明及出生证明等监护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 建议广大市民可在
长沙市政府、长沙市公安局门户网站、长沙公安微信公众号上查
询并对照提前准备，避免因缺材料往返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