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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还有哪些适合旅游的
公交线路

938 路：这是一条超天然氧气路线，

从天际岭国家森林公园贯穿到阳湖湿

地公园，全程都是经过各种天然景观。

旅2路：名副其实的旅游观光线路，

几乎每一站都不会踩雷，能够打卡天

心阁、贾谊故居、中山亭、开福寺等

长沙老景点，在南门口下车后还能在坡

子街品尝各种特色小吃。

520 路：最浪漫的公交线路，它诞

生于 2015 年 12 月，是长沙市第一条

根据始发站特色命名的线路，往返于

北辰三角洲和浏阳河婚庆文化园，在滨

江文化园站，还可以打卡长沙市博物馆、

长沙市图书馆、长沙市音乐厅等。

你还知道哪些适合旅行的长沙公

交线路？

长沙最多站点的
公交线路

夜幕将至，湘江风光带旁

早已亮起了点点灯光，坐着145

路在坡子街站下车，顺着人声鼎

沸的方向走，便怎么都不会错过

长沙的“网红打卡点”——文和

友（海信店）。龙虾、烧烤、面、

刮凉粉、酱油饭……随便

点一份长沙小吃，再在

老长沙建筑旁拍几张

照片，从湖北来的张

小姐笑着说：“上次

‘五一’假期过来没

排到号，这次专门挑

了年假过来打卡。”

再往前坐两站，坐

落在白沙路上的识字岭站可谓

是“深藏不露”。这条百余米长

的街道，汇聚了天心阁古玩城、

白沙古玩城等六大古玩城，有着

“长沙古玩一条街”的名号。每

到周末，这里的“跳蚤市场”更

是“古玩里手”们的“网红打卡

点”。正对着识字岭站，低调且

不俗的简牍博物馆，——迄今

为止，全国已经发现了约 30万

枚简牍，其中 20 余万枚出土于

湖南。简牍博物馆是目前全球

唯一一座集收藏、保护、研究、

展示简牍为一体的博物馆。

再往前走走，古意盎然的

都正街就在附近了。

作为长沙保存下

来的为数不多的

历史街巷之一，

都正街曾聚集

被称为“定湘

王庙”的善化

县城隍庙、纪念

湘菜祖师爷的詹王

宫以及传承湖湘文化和

梨园风采的桃花井，朱熹、

张栻等对湖湘文化产生过重大

影响的人物，也曾纷纷在这里

留下过身影。如今，麻石小路、

青砖老宅、网红小店……古老街

巷借势新的浪潮，也逐渐演变

成近年来游客打卡的“网红古街”

之一。

从“新民学会”到坐拥湖南

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

学三所高校的“大学城”，穿行

其中的202 路公交车，串联起“书

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古今传承。

在新民学会旧址站停下脚

步，正对着牌坊走进去，右手

边是新民小学，左手边便是蔡

和森旧居。

1917 年夏，蔡和森的母亲

葛健豪为了支持儿子在湖南省

立第一师范读书，带着子女，

从湘乡来到长沙，看到这里房

租便宜便租住了下来。这栋竹

木搭建的普通农舍，就此变成

了毛泽东、蔡和森等热血青年

种下梦想种子的场所。影响一

代人的“新民学会”在此诞生。

进旧居参观不需要购票，带

好身份证便能领票入内。在此

工作了二十余年的王大爷介绍：

“这里是 1987 年重建的，我眼

见着门票从 0.2 元涨到 0.6元再

涨到 2 元钱，不过现在已经不

收门票钱了。”故居处处充盈着

古韵，无论是门缝透过的阳光，

还是草庐上堆砌的茅草，甚至

故居大门前寓意“吉祥”的金桔，

仿佛是先辈们穿越而来的目光，

笑看这盛世。

而在湖南大学站，我们或许

能遇到另外一群读书人。千年

书院岳麓书院就在这附近。宋、

元、明、清数代，这里相沿办

学，弦歌不绝。教育家和文学

哲学大师张栻、朱熹、王阳明

在此讲学；近代名人陶澍、魏源、

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郭

嵩焘、刘坤一、唐才常在此就读。

卓绝的历史背后，是无数读书人

千年相继的文化追求。

岳麓书院后还有因杜牧诗句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

月花”而得名的爱晚亭。

202路

“长沙 7 路车上有位女司机，在车上养了很多绿植，看着心情愉快极了。”
“上次乘坐 913 路公交车时，发现车上有很多红灯笼和福灯笼，心情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近日，今日趣旅行微信、今日女报微信相继推出了《长沙一公交车因这事火了！司机收

到 10 万条留言……》一文，很多读者在看到文中 2 路车公交司机的故事后留言称：自己也
发现了长沙“不一样的公交车”。

有人说，了解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坐公交车。
浪漫的 520 路、拥有 75 个站点的 501 路，经过大学城的立珊专线……在“网红长沙”，

选一辆公交车，你总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

“解忧公交车”带你看最美星城

文、图、视频:今日女报 / 旅行杂志记者 冯晓雅 李曼倩 唐天喜 实习生 杨泠

《长沙一公交车因这事

火了！司机收到 10万条留言

……》的微信文章说的就是长

沙龙骧巴士 2 路 2980 号公交

车驾驶员肖壬根。

这辆公交车被网友们戏称

为“解忧公交车”。有人说：“坐

这辆公交车，每

次都像开盲

盒一样！”

肖

壬 根

的 公

交 车

之 所

变成这

样，得从 2018 年的一次

偶然事件说起。

当年 10 月的一天，肖

壬根驾驶着 2 路车行驶到五

一广场路段时，一场突如其来

的大雨倾盆而下。到了站点，

一位老奶奶、一名牵着小朋

友的孕妇即将下车，可是她们

都没带雨伞。“你们先用我的

雨伞吧。”热心肠的肖壬根说。

可是备用雨伞只有一把，究竟

给谁呢？几番推辞后，雨伞让

给了孕妇。望着老奶奶冒着大

雨离开车厢的一幕，肖壬根既

心疼又难过。此后他总会想：

能否在车厢里设置一个爱心

雨伞点呢？

琢磨了大半个月后，肖壬

根花 500 元购置了30 把雨伞，

并及时跟队长沟通看能不能放

车上。“这是好事啊！”2 路公

交车队队长贺恺非常赞同。

2019 年 3月18日，“爱心

车厢”正式“上线”。为了不

让车厢过于单调，肖壬根开始

增添绿植，“一是环保，二来

也能让乘客在上下班的路上

放松心情”。随后，纸巾、医

药箱等物品也开始出现在车

厢里。

在靠车窗的位置，挂着几

本留言册，一开始是肖壬根让

借伞的乘客留联系方式、提

建议所用。渐渐地，越来越

多的乘客将它当成了倾吐内心

的“树洞”，有上班族记录的

工作压力，有学生写下的憧憬

和期待，还有人默默许愿

……更多的还是来自

大家的称赞。

几乎每一条

留言， 肖壬根

都 会 认 真 看，

每当看到心情

不好的留言时，

他都会耐心回

复，“每天上

下公 交 车

的人那么

多， 如

果 有 着

同样心情

的人 看 到

了，说不定也

能带给他们一丝安

慰”。

一个小小的留言本，似乎

装进了都市人的酸甜苦辣。3

年来，本子换了10 余个，留

言也多达 10万余条，肖壬根

的“解忧公交车”不仅给乘客

提供了很多帮助，也给在这座

城市里奔波的人送去了温暖和

安慰。

“两年没坐你的车，我真

的很想念。”就在半个月前，

一名乘客就像遇见许久不见

的老朋友一样快乐地与肖壬根

聊天，拍了好几张“打卡照”。

她的这句话，让肖壬根现在想

起来心里还暖暖的。

“2 路公交车是老线路了，

比我年纪还大，一共有 30 多

辆，它经过长沙繁华的五一商

圈，无论是想去打卡中山亭、

五一广场、天心阁都很方便。”

正在 2 路车值班点上班的李

师傅笑着说，“坐着公交游长

沙也可以选我们 2 路车呀。”

2路

陪你去长沙“网红打卡点”

“网红司机”肖壬
根自费在公交车
上准备了绿植和
防疫用品。

文和友

开福寺

感受一代伟人的“少年意气”10万条留言，见证都市人的酸甜苦辣

145路

501路

10 万条留言写在公交车上，见证都市温暖

途经 75 站的 501 路是长沙拥

有最多站点的公交线路。它也当

仁不让地串联起了大半个长沙的风

景。

501 路几乎将长沙的公园连起

了一大半，烈士公园、松雅湖公园、

徐特立公园、月湖公园等都在它的

线路范围内。乘坐这条线路去旅行，

最容易捕获长沙四季的变化。

在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南站

下车，可以参观马王堆汉墓遗址。

在清水塘站下车，可就近参观毛泽

东和杨开慧在长沙的家，毛岸英就

出生在这里。在中山亭站，原本驻

扎着保卫衙门府“先锋卫士营”建

筑，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命名中山

亭，中山亭的建成也是长沙使用公

共标准时钟的开始。再往前坐几站，

就能到达香火已延续了1000 余年

的开福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