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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 2020年8月31日 星期一 广告

这次的生日派对，是宁波雅
戈尔动物园第一次为大熊猫过
生日。

对雅郡和阿杰来说，这可不
是一次普通的生日。动物园的
工作人员说，大熊猫通常在五到
六岁“长大成人”，因此这次也算
是雅郡和另一只大熊猫阿杰的

“成人礼”。
大熊猫看起来“萌萌哒”，实

际上是猛兽，即便是同类，两者
相遇，若“看不对眼”，很容易互
相掐架。因此，雅郡和阿杰平时
一个待在室内场馆，一个待在室
外场馆。

偏偏大熊猫不扛热，当室外
温度超过26℃时，它们就没法在
室外待了。这也是为什么在生
日派对现场，粉丝们没有看到阿
杰的原因。

不过，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不
偏心，趁着清晨天气凉快，一早
就给当时还能在室外场地溜达
的阿杰过过生日了，礼物是一个
跟雅郡一模一样的“生日蛋糕”。

“这是我们第一次给大熊猫
做生日蛋糕。”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说，竹子是提前两天准备好的，竹
叶是清晨新鲜摘的，还特地用窝
头和胡萝卜拼出它们的名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给
大熊猫庆祝生日，“隔壁邻居”老
虎还特地委托饲养员送来一份
礼物：精致、漂亮的胡萝卜雕花，
为“生日蛋糕”增色不少。

“这也是我第一次为真正的
大熊猫过生日，心情还是蛮激动
的。”“熊猫不走”蛋糕电商公司
的工作人员葛如东说。

现场，来自“熊猫不走”蛋糕
电商公司的工作人员不仅为前
来参加生日派对的粉丝们现场
制作了3米长的蛋糕，还准备了
不少表演节目和游乐项目。

跳完一曲热舞的葛如东摘下
熊猫头套已经是满头大汗。“戴上
头套，几乎啥都看不见，跳舞只能
凭感觉。”虽然只是短短一段舞
蹈，他和同事们也是苦练了一个
月，“现场粉丝们对大熊猫的热情
还是蛮让人意外和惊喜的，尤其
是小朋友，挨个找我们合影。”

记者 石承承 文
记者 崔引 摄

昨日上午，宁波雅戈尔动物园，面对八方来宾，身为动物
界的“顶流爱豆”，大熊猫雅郡硬生生把生日派对变成了大型
吃播现场，圈粉无数。

上午9点出头，熊猫馆前已是
人声鼎沸。不得不承认，作为动物
界的“超一线”明星，大熊猫的号召
力是杠杠的。烈日和高温，也败给
了蜂拥而至的粉丝们的热情。

直到展馆的玻璃窗前已经挤
得插不进脚，生日派对的主角之
一，雅郡才慢悠悠地踱着步出来。

不知道是玻璃的隔音效果太
好，还是已经见惯了这样的大场
面，雅郡绕场半圈亮了个相之后，
直奔竹叶而去，大饱口福。

从这一刻开始，对于雅郡来
说，生日派对直接变成了大型吃播
现场——

嚼完竹叶啃竹竿，啃完竹竿掰
竹笋；面朝那么多粉丝吧唧嘴有
点尴尬？那就换个坐姿，背朝玻
璃窗继续吃；坐着吃有点厌了？

那就蹲着吃；蹲
着吃两条小

短腿有点麻？干脆站起来扒着吃。
好不容易盼着它放下手中的

食物走两步，万万没想到，真的也
就走了两步，顶多三步，整个身子
就像被地上的竹笋给“封印”了一样，
挪不动，一屁股坐下再吃一会儿。

上午10点20分左右，生日派
对迎来高潮：在短暂的休整后，雅
郡再次返回室内展馆。此时，工作
人员已经把“生日蛋糕”放到展厅
中央最显眼的位置，等它品尝。

在粉丝们充满期待的注视下，
雅郡先是凑近用鼻子嗅了嗅：“生
日蛋糕”是用竹子、竹叶、胡萝卜、
苹果、窝头等平时吃的食材做成
的，是“熟悉的味道”。

一个上午看见食物都表现得
很“猴急”的它现在倒是不着急了，
端坐在“生日蛋糕”旁，像是要留足
够的时间给粉丝拍照留念。

美食的诱惑力太大，它忍不住
伸出爪子，把“生日蛋糕”往自己跟
前扒拉，还把整个头都深深地埋进
去蹭了蹭，是想留下自己的印迹，
不想跟别人分享吗？

咂巴咂巴竹叶，再一口咬下被切
成“5”字模样的窝头，它开始正式享
用自己的“生日蛋糕”。美食当前，形
象算得了什么，躺着吃显然更舒服。

大熊猫的饲养员曾说过，雅郡
是个十足的“吃货”。这回，它真的
是用实力盖章自己“吃货”的“熊
设”。有粉丝开玩笑说，如果它是
个“带货主播”，竹子、竹笋、胡萝
卜，可能已经被秒抢一空。

“隔壁”老虎特地送来“贺礼”B.

坐着吃、站着吃、蹲着吃
甚至躺着吃……
雅戈尔动物园首次为大熊猫过生日
大熊猫雅郡把生日派对变成“吃播”现场

实力盖章吃货“熊设”A.

雅郡正在啃食
特制的“生日蛋糕”。

面对粉丝的围观，雅郡自顾自“吃嘛嘛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