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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园原欢动世界焕然一新试营业 预计国庆假期正式营业

童年记忆 ﹃欢动﹄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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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木马、摇头
飞 椅 、托 马 斯 小 火
车、迷你穿梭、碰碰
车……每个城市都
有属于孩子们记忆
中的游乐园，
青岛中
山公园一角的欢动
世界就承载了一代
人 的 回 忆 ，但 从
2018 年 停 业 后 ，青
岛市区内就少了这
样的地方。近日好
消息传来，在中山公
园原欢动世界区域，
由青岛园林集团有
限公司打造的集休
闲、娱乐、科普等功
能于一体的“欢乐丛
林 游 乐 园 ”已 试 营
业，计划国庆假期正
式营业，将继续承载
起孩子们的童年欢
乐。

青岛

报

欢乐丛林游乐园内的摇头飞椅游乐项目。

欢乐丛林游乐园内的托马斯小火车游乐项目。

欢乐丛林游乐园内的迷你穿梭游乐项目。

延伸：
一代青岛人的记忆回归

俯瞰欢乐丛林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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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欢乐丛林游乐园已试营业
经过半年多的施工改造，中山公园
西南角原欢动世界区域的施工围挡近期
已拆除，一个崭新的“游乐园”亮相。从
中山公园南门进入，在喷泉广场往左转
就是全新改造完工的欢乐丛林游乐园，
入口处新增添的“松鼠”
和喷泉景观欢迎
着游客的到来。
游乐园的旁边还有绿廊白亭、树林
绿地，让市民游客完全徜徉在一片盎然
绿意中。走进这个全新落成的游乐园，
顺着铺装一新的彩色路面，会看到全国
最大的豪华旋转木马，
还有摇头飞椅、迷
你穿梭、碰碰车等游乐设施，
这些也都是
孩子们爱玩的游乐设施。
记者在欢乐丛林游乐园探访发现，
目前仅有旋转木马、摇头飞椅、托马斯小
火车、迷你穿梭四台设备向游客开放，
其
他区域都尚未完工。
“旋转木马和摇头飞
椅都是新引进的设备，依然在原来的位
置，
托马斯小火车、碰碰车是重新整修了
原来的设备。
”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已开放的游乐设施前都有工作人员
值守，
为游客提供服务，
但园区内的游客
并不多。
“ 我们几天前已经开始了试营
业，预计国庆假期正式营业。”迷你穿梭
设备值班的工作人员说，
目前游客较少，
一方面是因为工作日，另一方面刚开始

试营业，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里已经营
业了，
部分配套服务还没完善。
目前，欢乐丛林游乐园各开放项目
的票价均为 40 元/次，购买多个项目票
价有较大优惠。
“正式营业后我们会推出
各种优惠套票以及节假日畅玩等活动，
满足市民和游客的休闲娱乐需求。
”
工作
人员介绍。

讲述：
保留安全性高的经典项目
欢乐丛林游乐园项目是从今年 2 月
启动施工的，
由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下属
的青岛园林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运营，
目前公厕改造、
绿化栽植、
给排水管线、
景
观照明、
树池小品等提升工程均已完成。
“公园承担着对大众休闲娱乐的功
能，
在改造过程中，
我们拆除了之前部分
危险性较高的游乐设施，保留了安全性
高的经典项目，对整体环境进行了绿化
及提升。
”
青岛园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刘文栋介绍，
公司接手后，
保留了旋转
木马、摇头飞椅、托马斯小火车、迷你穿
梭、碰碰车、迷你卡丁车 6 个项目，部分
设备是全新引进的，其中包括国内最大
的 72 座豪华旋转木马。在园区整体环
境方面，拆除了 10 多处游乐设施恢复绿
化，将原来废弃的园区变成开放式口袋
公园，
将原来为游乐场设置的公厕，
改造

为综合服务驿站，
增设了救助设施、休息
区、充电区、急救站等。
刘文栋介绍，二期项目在园区内规
划了摩天轮和自控飞机两个游乐项目，
其中摩天轮项目正在完善前期建设手
续，
预计明年完工并投入使用。另外，
利
用园区内的附属建筑，还将建设集合科
普、教育等功能的体验馆，
比如地震体验
馆、台风体验馆等。
“目前已开放的这些项目设备，
能同
时满足 200 多名游客游玩。
”
刘文栋说，
随
着欢乐丛林游乐园各项设施和功能的进
一步完善，以及后期根据市民和游客的
意见需求，还会逐步研究增添一些其他
游乐项目，
不断推陈出新，
承载起中山公
园对市民和游客的休闲娱乐功能。
欢乐丛林游乐园是青岛市太平山、
浮山公园建设整治工作的一环，随着太
平山中央公园生态绿道建设项目整体高
效推进。太平山中央公园规划“四环一
线”绿道结构，包括环山绿道、最美花道
环、溯源绿道环、全民阳光绿道环和最美
登高观景线。拆除中山公园、植物园、动
物园、榉林公园之间的隔离，
贯通太平山
中央公园 7.75 公里环山绿道，新建改建
贯通花道 4.6 公里、溯源绿道 2.4 公里、全
民阳光绿道 6 公里、登高观景线 1.2 公
里。其中，最美花道环、溯源绿道环、全
民阳光绿道环和登高观景线预计 9 月底
前完工，环山绿道计划今年年底前基本
完成贯通，
2023 年 3 月底向市民开放。

青岛中山公园是几代青岛人的记忆，
很多青岛人都有小时候学校集体组织游园
的经历，也有全家去看樱花的美照。公园
里的游乐设施从最初散落在整个公园，到
后来集中到公园的西南角，2009 年在这块
区域“欢动世界”营业，给很多“80 后”
“90
后”
乃至“00 后”
留下了儿时的美好回忆。
每到节假日，
“欢动世界”这片区域就
热闹无比，家长带着孩子在这里玩得不亦
乐乎，
也有年轻的情侣在其中体验浪漫，
旋
转木马、碰碰车等更是明星级游乐设施，
经
常得排队体验。
“当时我孩子还小，经常带
他来玩，
有的项目玩了一遍还不够，
还想玩
第二遍，经常一来就是玩一天。”市民吴光
伟回忆，
每次孩子假期在家无聊了，
就嚷着
来这里玩，
还有小吃摊位，
吃喝也不用愁。
但是，这样一个承载很多人快乐的地
方却只运营了 9 年，在 2018 年 5 月停业。
当时的运营单位给出的原因是“欢动世界
一直在亏损”，运营和维护成本较高，该运
营单位在 2018 年还曾尝试转手，却没有成
功。在部分市民看来，
“欢动世界”和其他
大型城市综合体中的游乐项目相比，娱乐
设施有些陈旧了，
一直只有那么几样，
最初
的新鲜劲过去后没有更新，
让很多人“玩腻
了”，
特别是近些年，
西海岸、红岛等周边区
域大型综合娱乐场所不断推陈出新，加上
地铁、隧道等交通完善，
很多市民和游客把
娱乐目的地选向了后者。
从 2018 年起，
这里就处在停业状态，
尽
管已停业，但每逢节假日仍有市民会来此
游玩一番，一直到 2021 年这片区域被施工
围挡整体和中山公园隔开，并且启动了拆
除施工。今年 9 月中旬，
新的欢乐丛林游乐
园和大家见面，
希望能续起它的功能，
继续
为青岛市民和游客带来那份纯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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