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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8 点半，记者从上海火

车站地铁站乘坐 3/4 号线，到中

山公园站换乘 2 号线至徐泾东

站，前往车展所在的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相比往日，聆天到 2

号线终点站徐泾东站的乘客多了

一些。9 点 17 分，记者到徐泾东

站，全程共 12 站，耗时 47 分钟。

从 4号口出站后，记者看到，

地铁口多了一些引导和维持秩序

的志愿者、保安等。从地铁口出站

的观众被工作人员分流成两部分，

一部分前往西入口，另一部分前往

附近的入场通道。9点 25分，记者

步行到达西入口。现场需要检查票

证、健康码绿码、安检、刷身份证后

才能入场。

9点半，西入口的一侧通道实

施限流，现场工作人员指引准备入

场的观众前往另一侧通道进入。

现场负责维持秩序的工作人

员介绍说，“根据预测，因为是周

六，又是公众日，星期天上班，周六

应该是本届车展期间客流量最大

的一天。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指

挥部通过全方位监控可以在指挥

大屏上看到各处的现场情况，当某

处客流过大时，我们就会根据现场

情况采取限流措施。”

9点半开始，入场的观众开始

逐渐增多。“车展现场共开通了 4

个入口厅和 4个入场通道，都设有

出入口。西入口厅临近 2号线地铁

口，是客流压力最大的一个入口，

所以当监控到这边客流过大时，地

铁口的工作人员就会对地铁站出

站客流进行分流，分到其他入口厅

或者入场通道。当人比较多时，我

们会让观众从蛇形通道通过，防止

安检处等出现拥挤。当人不是很多

时，就会开启直行通道，让观众快

速到达安检处，快速入场。”现场

工作人员说。

9点 56 分，西入口刚刚限流

的一侧通道已经开放，同时直行通

道开启。记者依次出示票证、随申

码，然后通过安检，刷身份证核验

身份后正式入场，整个入场流程耗

时 4分钟。

每一届车展的“豪车馆”，都

是人气担当。相比前几日，聆天前

来观展的观众明显增多，有家长带

着小朋友来的，也有三五好友一起

来看展的。走近豪车云集的 8.1

馆，记者看到，和其他展馆不同的

是，相邻的 7.1 馆和 8.1 馆已经做

好了“分流”和“限流”准备。

原本两个馆的入口需要经过

同一通道，聆天这两个展馆的入口

通道分别设置在了另一侧，相互隔

开；相邻通道处则挂上了“只出不

进”的牌子。

“现在人还不多，两侧入口都

可以出入，等到人多了需要限流的

时候，就只能从一侧入口进入，中

间通道只出不进。预计 12 点到下

午 2点之间，是客流高峰。各个口

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准备好，一满员

就可以马上采取限流措施。”现场

工作人员介绍说。

劳斯莱斯、兰博基尼、保时捷

……“豪车馆”的展台前，围满了

举着手机、相机的观众。

在哈雷、本田摩托展台上，展

出了多款炫酷的摩托车，吸引了不

少观众骑上摩托合影留念。

在 6.1 馆的五菱展台上，五菱

新能源首款敞篷车宏光MINIEV

CABRIO 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围

观“打卡”。

“看，这就是那款网红车。”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款车，外

型很可爱，所以特地到车展现场

了，就过来看看。”现场观众表示。

除了“网红车”打卡，现场还

有众多车型可以上车体验。

据悉，2021 上海车展公众日

将持续至 4月 28日，爱车的小伙

伴千万不要错过。

推精品导览线路：

聆天，作为上海动物园动物生

活节的开幕大戏，“世界地球日”主

题活动在园内举行。“世界地球日”

活动是上海动物园的传统活动，除去

年疫情原因未举办外，已举办多年。

今年的活动除了精彩的舞台演

出外，包括上海动物园、小荧星、虹

桥国际学校在内的 10 余家组织机

构在会场搭建了近 20 顶主题活动

帐篷，与市民游客开展科普互动，还

能品味中外文化。

本次动物生活节以动物福利和

生物多样性两大议题为切入点，通

过展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推出一

系列科普活动，包括动物生活秀、科

普讲座、自主探索、亲子研学等活动

形式，为公众展示圈养野生动物健

康的生活状态和积极的动物福利，

让公众正确认识丰容和行为训练，

进一步树立正确的动物保护理念。

动物生活秀是本次动物生活节

的主题内容，结合医疗体检、营养、

丰容、行为管理等动物饲养管理中

的独特工作，将圈养动物的“医、

食、住、行”展示给市民游客。

市民可以看到企鹅在饲养员带

领下走出笼舍，在园路上散步；看到

河马张开大嘴巴，让饲养员用超大

特制牙刷为它刷牙……这些都是动

物园从动物健康等角度所做出的动

物福利保障措施。

动物生活节期间还推出 4 条

精品导览线路，游客可以按照自己

的喜好安排游园路线，沿途聆听饲

养员对动物进行的行为训练、丰容

或讲解等，深入地了解更多动物知

识，获得更丰富有趣的游园体验。

对于圈养动物来说，动物园里

的笼舍就是它们的家。如何在有限

的空间内，为动物营造舒适的、贴近

自然生境的“家”，是饲养员丰容工

作的目的。“我为动物装修家”丰容

活动，以鸟区的孔雀、灵长区的阿拉

伯狒狒为代表性动物，重点开展丰

容改造提升计划，在过程中和游客

进行互动交流，使更多人了解“为

动物装修家”（丰容）的概念。

动物生活节期间还将推出生物

限时寻、“到动物园画动物”乡土动

物科学绘画等科普活动，以及 “走

进羚牛的野外家园”唐家河动物图

片展、“自然·上海”展等科普展览。

此外，还将举办 《乡土动物大揭

秘》、《斑鬣狗的生存之道》等多场

科普讲座，市民可以关注上海动物

园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

提高动物环境福利：

上海动物园饲养展出来自全世

界各地 470 余种 5000 余只（头）

珍稀野生动物。园内还栽培有 400

多种植物，更有大量野生乡土动物

栖息于此，包括百余种昆虫、6种两

爬类、50 余种鸟类和 4 种哺乳动

物，是上海城区内生物多样性最为

丰富的地区之一。

多年来，上海动物园从动物生

理、生活环境、行为、心理等多方面

切入，提高圈养动物的福利。

在生理福利方面，动物园制定

了一系列饲养管理规定，细化动物

饲养管理操作制度，把好饲养管理

的每道关。每天，饲养管理人员按照

岗位责任制要求，细致地做好展区

的清洁卫生、饲养管理。

在环境福利方面，近 10 年来，

上海动物园加强动物展区生态化改

建，累计投入 4300 多万元，95%以

上的动物展区完成了生态化改造，

用玻璃、草地、假山、“玩具”、瀑布

等代替了铁栏杆、铁丝网和水泥地，

体现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

满足了动物的生理需要，体现了动

物生态习性。

在健康卫生福利方面，通过行

为训练，增加动物对管理人员的信

任，减少动物体检与治疗的应激反

应，提高动物的健康监测水平。上海

动物园目前已成功进行了扬子鳄、企

鹅、大熊猫、亚洲象、黑猩猩等多种动

物的训练工作。在动物疾病方面，遵

从“预防为主、积极治疗”的原则，

做好动物免疫接种、驱虫，坚持动物

健康监测，加强动物体检，动物发病

率逐年得到控制，治愈率有保障。

车展迎来首个公众日，记者现场实测，快速有序 4分钟入场

炫酷摩托车、“网红车”引围观
晨报记者 潘 文

昨?，2021 上海车展迎来公众?。 首个公众?恰逢周六，众多市民纷纷“组团”前来看

展，车展现场人气爆棚。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车展现场共开通了 4 个入口厅和 4 个入场通

道，工作人员将根据现场情况采取相应的限流措施。

展示它们“医、食、住、行”，上海动物园动物生活节来了

企鹅漫步、河马刷牙……动物福利等你来了解

晨报记者 郁文艳

“发现动物野性魅力 体

验动物健康生活”，昨天，上海

动物园动物生活节重装上阵，

将持续到 7 ? 10 ?， 为市民

游客带来倡导动物福利观念

和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

的主题科普大餐， 看企鹅漫

步、为动物装修家……一大波

精彩活动即将上演。

24日，上海动物园举办“世界地球日”主题活动。

“网红”五菱新能源首款敞篷车宏光 MINIEV CABRIO 引来观众围观 /?报记者 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