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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在西宁能看到大熊猫”
“我们住在西宁野生动物园附近，就为

了方便看大熊猫。”19 日 9 时，西宁野生动
物园售票处游客排起了队，来自内蒙古自
治区的一家四口，接过门票兴冲冲直奔熊
猫馆。女主人边走边说：“真没想到在西宁
能看到大熊猫，这是我们这次西宁行的意
外收获。”

走进熊猫馆，第一眼就看到 3岁的奇果
（美美）背对着游客，半靠在台阶上悠闲地
啃竹子。它露出胖乎乎的背，令不少游客
惊呼“好可爱”。不远处的木桩上，3岁的圆
满（宁宁）趴着睡着了，两条后腿耷拉着，令
人忍俊不禁。

另一边，6岁的和兴（青青）独自坐在草
地上，专注地啃竹子，任凭游客换着花样跟
它打招呼，它都不为所动，只盯着手中的竹
子，肚子上堆了一小堆嚼过的竹子屑。8岁
的双欣（和和）在玩耍，呆萌的举动吸引了
一群游客的目光。

国宝们的整个室外活动区域草地青
青，雾气飘散，如仙境般，再加上 4 只萌宠，
很是养眼。
开馆首月10万余人次为大熊猫而来

西宁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白涛介绍，6月 16日至 7月 16日，西宁
熊猫馆开馆首月，购买熊猫馆门票的人数
达 88673 人 次 ，参 观 总 人 数 达 10 万 余 人
次。这一个月里，6 月 22 日是客流量高峰
日，持有效票证的游客为 7204人，持其他免
费证件入场的游客 3000余人。大熊猫的到
来也为西宁野生动物园带来了人气，使得
游客量同比增加 70.6％。

“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单体熊猫馆，西
宁熊猫馆无论是场馆建设、引进的熊猫数
量，还是科普教育的丰富多元化，都处于国
内领先水平。这个暑假，一定会有更多以
家庭为单位的游客及学生群体前来参观游
览，西宁熊猫馆已成为城市新名片，成为新
的城市地标和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白涛
说。

参观熊猫馆，少不了要在熊猫餐厅美
餐一顿，购买与国宝有关的文创产品。最
受欢迎的是 4只可爱的熊猫毛绒公仔，儿童
项链、发夹套装、卫衣、鼠标垫、手表等商品
销量都不错。丰富、个性化的多元产品，受
到游客青睐。

大熊猫完全适应了高原环境
“和兴，吃饭喽！”10时 30分，国宝们该

享用美食了，饲养员为和兴（青青）送来了
苹果和特制的窝窝头。

听到饲养员熟悉的声音，和兴 （青
青） 赶紧扔掉手中的竹子，坐得端端正
正，眼巴巴地望着饲养员，等着美食送到
嘴边。见没动静，它又躺下了，捡起一根
竹子就啃。

饲养员把一块窝窝头吊在一根竹竿
上，将竹竿伸到和兴（青青）头顶，它立马站
起来，一口咬住窝窝头。吃窝窝头的时候，
和兴（青青）可细心了，不忘将掉在胳膊上
的小碎块舔进嘴里，真是个节约、懂事的孩
子。

吃完窝窝头，该吃苹果了。饲养员用
同样的方法把苹果送到它嘴里，它手握苹
果一口一口吃得津津有味。

工作人员说，大熊猫是个十足的吃货，
它们的主食是竹子，一天 24 小时想吃就
吃。除竹子外，它们还喜欢吃胡萝卜、苹
果、南瓜等食物，而特制窝窝头是为了给它
们补充微量元素。

工作人员说，只要温度不超过 30 摄氏
度，熊猫们更喜欢在室外嬉戏玩耍，它们在
熊猫馆生活得很惬意，完全适应了高原的
环境和气候。

又有两只大熊猫要过生日了
27 日，和兴（青青）和双欣（和和）该过

生日了，熊猫馆会为它们举办生日会，制作
精美的生日蛋糕，邀请小朋友一起分享生
日的喜悦。到那时，省内外的“熊猫粉”
齐聚西宁，熊猫馆更热闹了。不知道两只

“小寿星”会收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
“妈妈，我们来给熊猫过生日吧！”听到

这个消息，来自城西区的两个小朋友跳了起
来，年轻的妈妈笑着点头。她说，她经常带
孩子到动物园游玩，熊猫来了之后，孩子们
吵着要看熊猫，恐怕一个暑假要来好几趟。

上个月底，圆满（宁宁）和奇果（美美）
在熊猫馆度过了它们安家青藏高原后的首
个生日，小朋友们围着大蛋糕齐唱生日歌
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告别 4 只可爱的国宝，已是 11 时。西
宁野生动物园门口排队购票的人更多了，
领着孩子的，推着婴儿车的，排了几条长
队，不断有人加入队伍中。白涛信心满满
地 说 ，西 宁
熊猫馆的建
成 ，是 打 造
绿色发展样
板 城 市 、建
设新时代幸
福西宁的成
果 ，也 必 将
加快西宁产
业和城市的
转型发展。

熊猫馆开馆首月 10万余人次看国宝

“现在买东西用手机支付的方式越来
越普遍，但我不会使用，一旦遇到商家不收
现金的情况，我就感到非常不便。”近日，西
宁市城西区中华巷的李娟给西海都市报
96369新闻热线来电说。

李娟年近六旬，由于不怎么会手机支
付，无论是买菜还是乘车、购物，一般都是
使用现金支付，有的商家嫌找零钱比较麻
烦，就让她使用手机支付，对此她感到无
奈。

商家青睐扫码支付
“只要听到手机的提示音，我就能知道

顾客付款的金额，这样一来，效率提高了不
少。”7 月 15 日，兴海路一名销售馒头的经
营者告诉记者，使用手机支付，不用接触纸
币，对于食品售卖来说也更加卫生。

“以前，每位顾客来买馍，我都需要重复
戴手套、脱手套这一过程，因为收钱、找钱，
装馍要特别注意卫生，有时我也会使用专用
的长夹子接触现金，但这样不仅费时间，而
且也容易把钱找错。”经营者说。

记者走访了五四大街几家商店，在其
中一家商店，记者选购了一个售价 5元的物
品，当记者问哪种方式支付比较方便时，店
主说：“现在店里一般不放太多现金，收款
基本都是手机支付，一是方便收款，二来也
可以防止收到假币，但顾客要求现金支付
时，我们也会收取现金。”

7 月 16 日，西宁市城东区和盛园附近
的早市，几乎每个摊位前都悬挂或贴有微

信、支付宝等收款二维码。
前来购物的市民中，十个人里九个都

会手机支付。“这两年手机支付流行了，进
货都是手机支付，也不害怕小偷光顾了。”
一名卖水果的摊主说。

“没有零钱”成拒收现金理由
结合受访者的反映，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快餐店、便利店是出现拒收现金现象较
多的场所，经营方给出的理由大都是“无法
找零”。

7 月 16 日中午，交通巷一家快餐店，记
者点了一份 15 元的快餐，付款时递出一张
100元的现金。

“不能手机支付吗？我找不开。”工作
人员说。记者表示自己没带手机。

工作人员极不情愿地接过钱：“我去门
口的店给你换零钱吧，现在都是手机支付
了，我们交接班时准备的零钱也不多，有时
一两位顾客使用 100元现金支付，我们准备
的零钱就在找零时用完了。”工作人员还嘱
咐记者下次尽量手机支付。

这家店铺，手机扫码后使用“小程序”
点餐，是工作人员向顾客推荐的首选点餐、
支付方式。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餐饮店铺将点菜、
支付等流程全部集成在一起。顾客落座
后，用手机扫描桌子边上的二维码，自助完
成点餐等流程，支付也是在同一平台上完
成。

“你平时消费一般用哪种方式支付？

遇到过商家拒收现金吗？”记者随机采访了
街头的一些市民。

几位市民说，手机支付现在是付款的
首要选择，偶尔也会用现金支付，支付时偶
尔遭遇过商家拒收现金的现象，所以觉得
还是手机支付方便。

还有一位受访市民表示：“有些店虽然
没有明确表示‘拒收现金’，但不情愿收现
金就等同于变相拒绝现金支付的方式，呼
吁商家能让顾客自主选择支付方式。”

任何商家单位不得拒收现金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以下简称西宁中心支行）了解到，去年 7月
13 日，中国人民银行就发布了公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包括纸币和硬币（以
下统称现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
条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现金，依
法应当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情形除外。

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整顿拒收现金相
关公告后，西宁中心支行成立了整治拒收
现金工作组，并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
西宁中心支行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工作实
施方案》，加大了拒收现金违法行为的查
处力度，畅通人民币现金收付渠道。市民
如果发现商家或单位存在拒收现金情况，
可以致电中国人民银行客服电话 12363 投
诉。

商家拒收现金 消费者可投诉

暑假，各类“招工兼职”诈骗趁机出
动。虽然绝大多数骗局很老套，甚至漏
洞百出，但仍然有人被蒙蔽了双眼。擦
亮眼睛来看看这些暑期招聘，小心中
招。

当心网络陷阱

7 月 15 日晚，西海都市报记者在一
QQ群里，注意到一条有趣的兼职信息。

内容称：“急招，工作内容走路，工
作地点自由，时间自由，工作任务走路
或跑步，每天 4000 步，一个月 12 万步。
招聘条件男女不限，工资待遇 2000元至
5000元+提成。”

随便出去走一趟就能赚这么多，这
样的招聘信息，对即将步入大学的学生
来说确实很诱人，基本没有条件限制，
不需要太辛苦就能有收益，很符合一些
人的“胃口”。

警惕：请擦亮眼睛，在没有任何保
障的前提下，请不要跟着对方的引导
走，更不要涉及入职前收费等行为，忽
视这种不靠谱的招聘，天下没有免费的
午餐。

当心公关陷阱

你是否在某些招聘网站上，看到招
聘高薪公关的岗位。

这种打着娱乐场所的名义，发布
“招收男女贵宾接待”信息，联系后便会
告诉应聘者其实去做“公关”，要求应聘
者先交百元到千元不等的“报名费”。

收 钱 后 ，应 聘 者 会 被 带 到 酒 吧 、
KTV等娱乐场所“面试”，随后又以应聘
者穿着不符、身材不好等为由，要求再
掏“包装费”，进行二轮诈骗。

警惕：千万不要被不符实际的高薪
所骗，丧失辨别能力和基本原则。

当心传销陷阱

传销还有一个说法叫“杀熟”。通
常是被自己所熟悉的人所骗，被同学、
亲友、老乡等拉去做了传销，先交一笔
高昂的钱，买个不值钱的产品，然后再
去骗自己的熟人也买产品。

警惕：对待传销，无论对方所说多
么诱人，无论是什么熟人，都不应该轻
信。

当心“免费打工”陷阱

对于虚有其表的“实习”要擦亮眼
睛。有些不法商家看到学生求职心切，
于是打出招聘实习生的广告，声称待遇
十分诱人。

实习不到一个月，他们便会以各种
理由将你打发走，然后故技重演再这样

“使用廉价劳动力”。不法商家利用这
种手段，无偿使用劳动力，一个暑假下
来，不法商家通过这种“免费打工”赚到
不少黑心钱，社会诚信却丢得一干二
净。

警惕：让人白干活不给钱，这类公
司就类似“黑煤窑”，有一定涉黑的情
况，大学生更要小心，去工作之前多了
解一些信息，一定要找有一定信誉的公
司去工作。

除此之外，“由于您的网购情况良
好，您可以来我家网店写评论，180元至
270元一天。”类似这样的陌生消息，你
是否也经常会收到？

对刷手、网络打字员等“躺赚”信息
要格外警惕。所谓的“躺赚”就是躺在
家里，根本不用出门，只需要通过手机
完成任务，就可以赚取所谓的工资。

实质上当你一步一步陷进去的时
候，不法分子立刻“玩失踪”，要么电话
打不通，要么把你拉黑，从此没有下文，
白白遭受损失。

希望正在寻找暑期工作的你，多些
防人之心，千万别慌不择路，饥不择食，
轻易陷入他人设下的圈套。请谨记：招
聘陷阱多，求职需谨慎。

暑期招聘 小心陷阱

扫二维码看大熊猫视频

这个夏天，因为 4 只大熊猫的到来，西宁这座高原古城变得青春洋溢。西宁熊猫馆开馆一个月，国宝们生活得怎么
样？有多少人慕名而来？7月19日，西海都市报记者又一次走进熊猫馆，被萌倒在国宝的黑白裙下。

本报记者 彭娜 实习生 逯桂

本报记者 乔金凤

本报记者 卢晓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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