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味渐浓， 近日很多长辈
都忙着去银行换取新钞， 给小
辈们准备压岁红包。2月9日，三
湘都市报记者走访长沙多家银
行后了解到， 临近春节银行资
金流动量较大， 部分网点新钞
数量告急。银行人士建议，市民
换取新钞要趁早， 错峰办理业
务可减少等待时间。

“小朋友都喜欢崭新连号
的压岁钱， 所以提早来银行换
点。”9日，市民鲁小姐起了个大
早， 前往家附近的农业银行换
了3000元新钞。

记者前往长沙解放西路上
多家银行了解发现， 市民过新
年热情高涨， 银行网点的新钞
额度似乎有点儿“供不应求”。
目前，已有多个网点100元、50
元等面额新钞“告急”。

“除了换整钞包压岁钱，换
小面额新钞包结婚红包的市民
也不少。”招商银行韶山路支行
工作人员表示， 临近春节银行
资金流动量较大， 且网点新钞
额度有限， 建议市民在换取新
钞前电话咨询。

“网点是每周四来小面值
新钞， 如果要大规模换新钞只
能先预约，等年后来取。”长沙
银行华凯支行大堂经理陈满表
示， 最近每天上午都能接待
30-40位换新钞的市民， 网点
内100元、50元面值的新钞已
全部换空， 只剩下20元、5元等
面值新钞可换取。

建设银行华兴支行营业部
主管曹畅介绍，为了满足市民换
新钞的需求，省分行金库每天出
库50万元新钞到网点，每天的额
度也能用完，“目前网点额度还
不紧张，5万元以下的换钞需求
基本能满足。”曹畅预计，换钞
高峰期在大年廿九， 市民可错
峰办理。 ■见习记者 黄亚苹

本报2月9日讯 今日省
内多地出现小雨天气过程。本
周末受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
将下降4℃左右。不过，这次冷
空气过程移速较快，因此影响
持续时间较短，周末气温短暂
下滑后，气温将开始快速回升，
下周包括长沙在内的湘中及
以南部分地区还将超过20℃。

今天早晨9时许， 来自湖
南省高速警察微博的消息称，
平汝高速南往北方向330km
炎陵西互通因匝道只有一条
车道，通行能力有限，造成后
方车辆通行缓慢，预计到夜间

10时缓解，春运期间此情况将持
续发生， 请过往驾驶人提前关注
路况，选择最佳出行线路。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
湖南晴雨相间，9-10日有小雨
过程，11-13日以晴天到多云
天气为主，14-15日有一次降
雨过程，16日天气短暂转好，
17-18日又将有降雨发生。

气温方面，9-11日有一次
冷空气过程，最高气温下降4℃
左右；12-16日气温逐步上升，
最高气温达14-17℃， 湘中及
以南部分地区将超过20℃。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谭萍

除夕有降雨，正月初一天气短暂转好

银行换新钞业务量猛增
想换新钞要趁早

2月9日，梅溪国际灯展启幕。 记者 朱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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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万盆鲜花扮靓长沙各公园景区
梅溪国际灯展启幕，可免费观展至3月4日

本报2月9日讯 金鸡辞旧
岁， 福狗报春来。 春节即将到
来， 记者今日从长沙市园林局
了解到， 长沙市内各公园景区
已妆扮一新，国旗、鲜花、造型、
大红灯笼、 卡通狗……营造了
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在长沙生态动物园入园
口，6只颜色艳丽的卡通狗迎接
游客，并供游客互动拍照，园区
各场馆也用灯笼、 春字、 红星
星、彩旗等装饰得非常喜庆。在
豹馆长廊， 游客还可在谜语灯
笼墙前参与有奖扫码答题。

长沙南郊公园及湘府文化
公园的夜景灯光秀、 桂花公园
的“廉”文化、晓园的大红灯笼
游步廊道等， 也给市民游客增

添游玩的兴致，引来市民、游客
驻足拍照； 浏阳市的大型造型
组景，将生肖狗、红灯笼、花墙、
造型船等元素匠心搭配， 富有
极强的景观效果。 形色各异的
鲜花绿植， 也将长沙大街小巷
装扮得格外靓丽。

长沙园林部门坚持“四个园
林”理念，即生态园林、民生园
林、文化园林、品质园林，此次以
“国旗、中国结、花卉、植物、夜景
灯光秀”等元素营造欢乐祥和的
新春氛围，形成交相辉映、流光
溢彩的城市景观。据长沙市园林
管理局统计，本次全市共计投入
人力488人次，布置红灯笼8242
个、红旗764面、中国结1414个、
福狗雕塑8个、 彩旗1600米、夜
景小彩灯等千余串， 摆放鲜花
762100盆（株）。摆放的花卉品
种主要有三色堇、 西洋杜鹃、石
竹、羽衣甘蓝等，长沙各公园景
区百花齐放、吐露芬芳，展现出
园林生态之美。 ■记者 陈月红

本报2月9日讯 今天，60
余组非遗手工自贡花灯在步步
高梅溪新天地点亮， 展出面积
达20余万平方米。活动现场，湖
南省文化厅副厅长肖凌之表
示， 灯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
承的一部分，悠悠历史千余年，
寓意人们新年生活吉利喜庆，
红红火火， 希望此次灯展能够

带给湖湘市民以艺术体验。
据了解，本届梅溪国际灯展

的彩灯全部来自历史文化名
城———四川自贡。自贡地区自唐
朝以来便有新年燃灯的习俗，拥
有上千年的历史和鲜明的特色。
主办方表示，此次灯展将一直持
续至3月4日，每天免费供市民游
览参观。 ■记者 朱蓉

本报2月9日讯 “感谢
你们在合家团圆的日子里依
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祝大
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今
天是农历小年，中午，长沙市
雨花区高桥大市场附近一家
名为“鼎顶湘滋味” 的饭店
内，60余名环卫工人热热闹
闹围聚在一起， 提前吃了顿
“团圆饭”， 为了犒劳他们一
年来的辛苦工作， 饭店老板
张尚友免费设宴， 现场邀请
书法家给环卫工人写春联并
给每人赠送了大礼包。

中午12时， 饭店大厅里
人头攒动，一大片“橙色”格
外醒目， 待六大桌大人和一
桌小朋友坐齐， 一盘盘热气
腾腾的菜肴端上， 大家一同
站起举杯大喊“新年快乐”。

“这个老板人很好， 每年
都请我们吃饭。” 高桥环卫所
的工人许雪英来自衡阳，对饭
菜味道赞不绝口。 她告诉记
者， 这是第三次来吃“团年

饭”，8岁的儿子还收到了饭店老
板送的崭新的书包等文具用品。

在高桥垃圾站工作的郑殿
华和韩翠云老夫妻已经是第五
年在这吃“团年饭”，“我们每年
都来，还发物资，很开心，很满
足！”夫妻俩老家在沈阳，来长
沙已有十多年。“七八年没回去
了， 最大愿望是一家人能团聚
在一起过个年。”韩翠云说。

“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做这些小事感谢他们是应该
的。”张尚友说，请环卫工人吃
团年饭已是第9个年头，并且会
一直做下去。

“春节是环卫工最忙的时
候。”据高桥环卫所主任潘畅介
绍，因高桥处于商贸集散地，每
天人流量达10万以上， 常住人
口达三四十万， 每天仅生活垃
圾就有60多车， 环卫工人们的
工作压力非常大，“希望将来有
更多爱心企业关心、 帮助环卫
工人。” ■见习记者 陈舒仪

实习生 张娜

这家饭店连续九年
邀环卫工吃团圆饭

本报2月9日讯 传统戏曲
人物轮番上阵， 嘻哈歌舞表演
大受欢迎……今天上午，2018
年长沙火宫殿大庙会启动仪式
在坡子街牌楼璀璨开启。

今年的火宫殿大庙会以
“快乐长沙，璀璨天心”为主题，
突出“传统文化现代传承”，深
入挖掘长沙年俗， 精彩呈现快
乐长沙， 通过现场活动与媒体
平台的互动参与、 线上线下共
同推进，全力推动文化旅游，为
市民群众奉献一场具有长沙特
色、湖湘气派的春节人文盛宴。

据了解， 长沙火宫殿大庙
会已成功举办五届，每年吸引群
众过百万，是中南地区唯一具有

地方代表性的大型民俗庙会，
被誉为“长沙春节的文化名
片”。本次庙会从小年启动仪式
到正月十五闹元宵， 八大主题
活动共持续22天。

市民朋友可在线下观赏
各大庙会主题活动，包括充满
浓厚传统年味的民俗庙会与
美食庙会、活泼新颖的新春大
舞台与红娘庙会、独具匠心的
文创庙会与正月初十唱大戏、
欢腾喜悦的正月十五闹元宵。
同时，线上全民拜年萌萌拍活
动也在火热进行中，市民朋友
们可一边逛庙会一边拍照制
作属于自己的庙会贺卡，传递
新年祝福。 ■记者 李成辉

去火宫殿感受长沙年味

梅溪国际灯展每天免费观赏链接

●迎新春·爱心

2月9日下午，长沙晓园公园，市民在入园处的迎春盆景前赏花。 记者 田超 摄

●迎新春·提醒

迎新春·庙会●

●迎新春·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