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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耍大牌，动物园搬家推迟了
未来几天继续强化过笼训练 什么时候搬还得看动物们的“脸色”

本报 讯 记 者 从 长 沙 动 物
园获得最新消息，原定于9月6日
下午开始搬家的计划暂时推迟。
5日一整天， 长沙动物园照
例封园进行动物过笼演练。 记者
从工作人员处获悉， 长沙动物园
原本规定明天下午的搬家程序因
一些
“
大牌”动物而推迟，至于什么
时候搬家还得看它们的
“
脸色”。
下午， 长沙动物园为一只6
岁多的东北虎进行了过笼演练。
下午4时左右， 动物园工作人员
就将过笼器抬到了老虎的笼舍

前，并沿着老虎笼门口到过笼器，
依次放置了10多片鲜嫩的猪肉。
可是面对美味， 老虎依然纹丝不
动， 一直在室外活动场内来回绕
圈，并无去过笼器里取肉的意思。
半小时过去后，还没吃午餐
的东北虎终于忍不住将脑袋凑
到过笼器进口处，确信没有危险
后，用两只爪子勾住肉块，迅速
拖到室外活动场大嚼起来。把过
笼器入口处的肉类消灭干净后，
东北虎径自找了块阴凉的地方
打盹去了，丝毫不理会工作人员
的训导。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
绍，直到下午6点多，东北虎才趁
无人的时候，跑到过笼器里享受
自己的美餐。
■记者 黄静 王文

新成员

坐车40小时，兰州骆驼来长安家

9月4日，长沙县暮云镇的长沙生态动物园，脚蹬绳拉，工作人员让这些新来的骆驼下车可费了不少功夫。 记者 龚磊 摄

生态动物园又添三个品种46只动物

4日下午， 长沙生态动物园
又添三个品种46只动物： 骆驼、
牦牛和白绵羊。它们是从距离甘
肃兰州市区400公里的民勤县，
由专门的动物搬运车运来，沿路
走了40多个小时。
下午3点50分， 车行区食草
动物活动区域，新来的骆驼陆陆

续续由工作人员从装运车上卸
下。据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引进
的骆驼都是来自甘肃兰州民勤
县的沙漠地区，一共16只。在另
一辆装载车上，10只同样来自民
勤县的牦牛正在等待入住“新
家”, 跟牦牛同车运来的还有20
只白绵羊。
■记者 黄静 王文

新家明年元旦建成，海豚被迫“留守”
新
馆

搬家之后， 长沙动物园的表演明星海豚仍将“留
守” 老园， 因为它的新家——
—新园的海豚馆正在修建
中，预计明年元旦建成迎客。5日，记者来到长沙生态动
物园修建中的海豚馆，带您先睹为快。

【更先进】 维生系统自动制造海水
新海豚馆位于步行区南侧的一个山坳里。 四面环
山的地理优势能让空气更流通。技术人员介绍，新海豚
馆的表演区域采用从广州专门定制的维生系统， 能自
动制造海水和海豚适宜生存的水温， 让海豚在更舒适
的环境下生活表演， 同时使游客能有在海边观赏表演
的感觉。“之前老馆的海水都是用海水素配制而成的，
工艺上相对要简单和落后。”

新玩法

镂空投食车：零距离给猛兽喂食
驾驶员前面的挡风玻璃和
车门是完整的， 车身却是镂空
的……开园后， 镂空投食车将
载着游客进入长沙生态动物园
猛兽区，“零距离”感受老虎、狮
子的“血腥”进食……记者从长
沙梅花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获
悉， 生态动物园定制的两辆投
食车只剩油漆和装饰的最后工
序，预计9月10日以前能运往长
沙生态动物园车行区。

“镂空” 的投食车整个车厢
呈开放式，左右两侧的车身全部
镂空，由不锈钢圆孔组成，游客
可以从各个视角观看动物的进
食状态，也同时完全暴露在狮虎
面前。圆孔镂空护栏每个网眼约
6厘米见方， 游客可以用木柄钢
叉叉上由园方提供的牛羊肉块
从网眼里伸出向外投喂，同时也
可以从位于车身两侧的两个投
食口投喂。
■记者 黄静 王文

【更人性】 坐第一排可与海豚
“
亲密接触”

新海豚馆鸟瞰图（效果图）。

新海豚馆的观众区采用圆弧形设计，顶部用5个贝
壳膜结构的白色遮阳板围成。
观众席分前后两个部分， 能一次容纳观众至少
1000人， 而第一排的位置更是可以让观众直接触摸到
海豚。据了解，新海豚馆属于生态动物园最后一批新建
的场馆，今年7月开始动工修建，预计在明年元旦正式
建成迎客。
■记者 黄静 王文 实习生 鲍铝 向莉

阳光100小区还缺几趟车，一桥之隔公交车却很多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时代先锋

网友设计四条线路帮居民解困

一个县冒出3000党员
致富带头人

“公交线路盲区给广大业主
带来了极度的不便，市内出行有
时要转车三四趟。” 阳光100小
区居民刘先生反映，小区没有直
通溁湾镇及河西大型医院的公
交。“小区很多小孩在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师大附中上学，没有
直达车很不方便，转车也没有办
法，唯一的方法就是走路到猴子
石大桥西边桥下坐603路。”
居民陈先生表示，去猴子石
桥下坐车，看起来不远但走路过
去至少要15—20分钟， 特别是
下雨、下雪天，小孩子很不安全。

居民何先生告诉记者，阳光
100小区和附近几个安置小 区
可能有几万人，可至今没有一条
始发公交线路，连路过的也只有
17、908、912路， 而这些路过的
公交线路通常情况下人很多，小
区居民出行是个大问题。
记者发现，只相隔一座桥的
南郊公园、猴子石路口、新开铺
路口却公交线路多得多，始发的
就有4、150、122路等9趟， 路过
的公交车也多。“我们建议把这
些始发公交线路稍微延长一下，
过河即可；或者延长至中医药大
学和工业职院，那里的学生出行
也是个大问题。”何先生说。

一桥之隔公交车却很多

网友设计四条线路解急

今日上午，记者来到了阳光
100小区， 了解到这里有3趟公
交车路过， 分别是908路 、912
路、17路，确实没有车能到达麓
山南路沿线。

阳光 100 小 区 出 行 难 的 问
题在网上也炒得沸沸扬扬，热心
网友也给阳光100小区设 计 出
了4条出行公交线路。
盲区一：没有直通溁湾镇及

没有公交车能到溁湾镇

“小区坐公交存在的
的盲区很多，但最要紧的
是没有车到溁湾镇，学生
去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
师大附中上学很不方
便。”本报“公交车，请到
家门口”系列报道推出以
来，岳麓区阳光100小区
有3位居民向本报热线反
映该小区出行难，网友也
为 阳 光 100 设 计 了 四 条
线路解急。
■记者 曾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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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大型医院的公交。 线路设
计： 阳光100—大学校区—溁湾
镇—桐梓坡—湘雅三医院。
盲区二：没有直通火车站的
公交。线路设计：阳光100—经南
郊公园—万事佳—长沙理工大
学—黄 土 岭—侯 家 塘—红 歌
汇—五一大道—火车站。
盲区三：没有直通购物休闲
及河东大型医院的公交。线路设
计： 阳光100—南郊公园—毛家
咀—书 院 路—南 门 口—定 王
台—解 放 路—王 府 井—金 满
地—沿江 大道—湘雅 路—湘 雅
医院。现有908路，但不方便，建
议对线路进行改良。
盲区四： 没有直通大型超
市、建材市场的公交。线路设计：
阳光100—雨花亭（沃尔玛超市/
韶山路）—东塘—赤岗小区—高
桥大市场—杨家山—万家丽。现
有912路，但不方便，建议对线路
进行改良。
广告热线：0731-84329988

本报9月5日讯 近日， 宁远县
柏家坪镇坝子头村村支部10多名
党员来到左坝烤烟合作社， 给烟农
已分级扎把的烟叶进行提纯，帮助烟
农销售烟叶，使村里1000多担烟叶卖
出了好价钱。该县农村党组织和农村
党员已成为农村致富的
“
排头兵”。
该县根据实际情况， 派出2000
多名机关干部、120名科技特派员进
村入户，指导创先争优活动开展。目
前， 全县基层综治维稳中心规范化
建设率达100%，平安乡(镇)、平安村
(社区)、平安学校创建达标率100%。
据统计， 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以
来，该县新建村级活动场所140个，
创 建 党 员 现 代 农 业 示 范 基 地 235
个，建成新农村示范村25个。举办
各类实用技术班培训82期，培训农
村党员干部16000余人次， 发展农
产品特色村200多个， 涌现党员致
富带头人3000多人。 ■记者 胡抒雯
实习生 任烨 通讯员 杨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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