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国庆长假的临近，很多市民也开始计划外出旅游。如果你
没有外出的打算，或者你是外地来重庆的游客，这份来自九龙坡区
的慢生活大礼，足够让你在黄金周期间感受到不一样的重庆。

昨日下午，九龙坡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庆节期间，市民不
但可以在九龙坡重要的街道、路口欣赏到美丽的鲜花，还能去
建川博物馆看民间记忆展。走马故事、杨艺剪纸、南派角弓、蜀
绣等非遗作品，还将通过巡展的方式，展现九龙坡区独有的文
化底蕴。

街头花卉园艺展

已经进入布展尾声的花卉，位于杨家坪商圈周围，辅以人
文内涵，加上各种各样的花卉造型，实际上要告诉大家，九龙坡
的变化和发展。

记者在杨家坪商圈附近看到，各种各样的花卉已经铺设到
位，伴随着细细的秋雨，显得娇艳欲滴。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明天起至10月7日期间，市民都能看
到独特鲜花带来的美丽。

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表示，除了鲜花，国庆期间，市民还将
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包括在杨家坪、渝州路、二郎、石桥铺
等道路两旁悬挂国旗，增添节日氛围。

民间记忆展

从明日起，建川博物馆也将迎来民间记忆展。
所谓的民间记忆，其实就是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尽管展

览还没有开始，但根据该博物馆在四川开展的内容来看，大有看头。
搪瓷杯子、火红的奖状、第一套人民币、劳动奖章……据了

解，在重庆举办的民间记忆展，也与这些记忆息息相关。它还
会增加部分重庆元素在内，确保市民看到的回忆，都与自己的
生活有关。

非遗巡展

关注慢新闻的市民读者都知道，慢新闻曾经深度解读过走
马故事、杨艺剪纸、南派角弓、蜀绣等非遗传承项目，在国庆期
间，你也有机会和这些非遗项目近距离接触。

以南派角弓为例，制作一张弓，夏制筋、春取角、冬伐木、秋合
之……280多道工序，3年周期。制作它的匠人李青阳认为，薪火
相传的不仅是技艺，更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

剪纸传承人杨艺，从2005年起，将剪纸作为一生的事业。
她还带着她的剪纸四处表演，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她的足迹
踏遍美国、墨西哥、马来西亚、德国、法国、西班牙。

这个国庆期间，如果你对这些项目有兴趣，可以到杨家坪
步行街慢慢欣赏。

如果不出远门，市内游、近郊游也不失为一种放松身心的选
择。记者打探到，国庆期间，重庆各大景区也有精彩的活动和耍事。

重庆欢乐谷
将举办街头艺术节，街舞大咖、实景水幕光影秀、极限运动

秀……持续一周的街头艺术表演节目，将为游客带来一场自由
时尚的街头文化之旅。

长寿湖旅游景区
10月2日将上演非遗表演，10月3日将举行趣味运动会。
涪陵美心红酒小镇
10月1日，将开放音乐飞船、2019米玻璃滑道、立环跑车、悬

崖秋千、卡丁车、弹跳飞人、太空梭、68米高空蹦极等10多个新
体验项目，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南山壹华里
10月1日，壹华里深巷上山步道也将正式开放，与壹华里夜

景公园形成登山环线。届时，除了热门打卡点“鸟巢”外，步道
沿途还将开放众多浪漫唯美的新鲜打卡点，包括天空之镜、童
话森林、霓虹街巷等。另外，壹华里市集还将举办赶场活动，手
艺人现场制作怪味胡豆、十全糖、口水鸡、油酥鸭等美食，还有
魂斗罗、采蘑菇、套圈、投壶、滚铁环等游戏玩。

观光轮渡
记者从市客轮公司了解到，喜欢乘坐轮渡饱览江景的游客

注意，朝天门-大竹林、朝天门-江北嘴-弹子石这两条观光轮
渡航线国庆期间正常运行。 本组稿件 重庆晚报-上游
新闻记者 王渝凤 朱婷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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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非遗项目 感受民间记忆
不出远门就去九龙坡耍

家门口还有这些耍事

市内游

昨日，记者从某旅行平台发布的相关报告获悉，今年国庆黄金周，定制游将是跟团游、自由
行（自驾游）之外的第三种出行选择，预计重庆也将成为国庆定制游国内热门目的地之一；境外
方面，日本成国庆定制游最热门目的地。业内人士建议，除了飞机，游轮也是出行方式之一。

定制游成第三种出行选择

定制游成热门

自由灵活，不用做攻略，还能享受私人
管家服务。今年，这样的定制出行方式，成
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

国庆黄金周，在定制游方面，哪些目的
地最热门？据携程定制旅行平台超10万名
游客定制游需求情况来看，北京、丽江、成
都、西安、桂林、厦门、三亚、呼伦贝尔、张家
界、重庆，排在国内热门目的地城市前十。
而定制游海外热门目的地前五分别为：日
本、泰国、马尔代夫、越南、印度尼西亚。

据该平台有关人士介绍，随着国庆的临
近，赴日机票、酒店、地接资源的价格水涨船
高。昨日下午，记者从各大旅行社了解到，
临近国庆的赴日跟团班机，价格已经从四五
千涨到7000元以上；单程赴日机票从27日
起价格也有较大涨幅，最高价格达到2000
元以上。

地上交通信息

同时，携程还发布了《2019年国庆地上交
通出行预测》。预测显示，目的地小交通越发
受旅行者青睐。何为小交通？在交通分类上，
业内一般会把租车、专车、打车、汽车客运、旅
游专线、轮船等飞机和火车以外的交通方式归
为小交通或者地上交通。

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出游预订逐渐升
温，部分地上交通产品出现季节性价格上涨。
行业人士建议，假期供需关系变化导致价格浮
动属正常市场调节，消费者出行可提前关注相
关旅游平台或购票平台信息。

该平台汽车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预计
汽车票热门线路前20名均为省内出行。其
中，一半热门线路在浙江省境内。

租车数据来看，预计境内租车热门区域
将集中在西部地区，增长最快的3个城市分
别是大理、重庆和西安。境外打车业务方面，
该平台预计，曼谷将是国庆期间境外打车最
热门城市。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跳岛游受追捧

“临近国庆，想要捡漏赴日游的消费者，不
如考虑将乘飞机改为乘船。”该平台游轮相关
人士刘晓律介绍，部分国庆班期的游轮还有很
多舱位未售。为促进销量，会选择在节前降价
促销。

另外，从其平台发布的《2019国庆旅游趋
势预测报告》中的游轮数据来看，来自上海、天
津、深圳、广州、厦门、大连、三亚、北京、重庆、
西安的游客爱乘坐游轮旅行。

刘晓律还分析，从今年游轮消费情况来
看，高等级套房需求及船上消费有所增加，这
说明游轮客的消费观念从之前的追求性价比，
逐渐转变为偏高端的个性化消费需求。

船票方面，境内轮船出游，仍以南方地区
为主，渤海湾城市销量逐渐增长，大连持续占
据前列。前五位城市分别为北海、深圳、珠海、
大连和厦门。境外方面，最热门的游轮港口目
的地是那霸、大阪、佐世保市、长崎、福冈、马尼
拉、芽庄、那不勒斯、八重山郡等。

在东南亚地区，小众海岛的“跳岛游”越来
越受追捧。比如从新加坡到印尼民丹岛，从泰
国苏梅岛到涛岛的船票产品销量增长明显。

市外游

马尔代夫风光（资料图片）

曼谷大皇宫（资料图片）

海上游轮（资料图片）

1.自驾游应注意保暖防晒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可能会选择自驾游。知名旅游达人袁野告诉记者，自驾游必带厚

衣服、防晒霜和常用感冒药。如果走川西等高原地区还应准备氧气瓶，避免发生高原反应。
2.无法订住宿可带帐篷露营
袁野介绍，一些热门景点住宿已无法预订，或者价格相对较高。因此，市民出行

时应做好规划，若是途中有适合露营的景区则可以带上帐篷。
3.服务区拥挤可就近下道就餐

旅游爱好者泥鳅告诉记者，长假出行高速路服务区比较
拥挤，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便会选择就近下道到附近的餐馆就
餐。不过需要提前在网上查找当地特色美食和比较有名的店
铺，选择这样的方式既不拥挤，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美食，顺便
看一看当地的风土人情。

国庆出游，购买机票有没有比较划算的方式？热门城市的机票
火车票如何捡漏？自驾游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昨日，记者采访到一
些专业人士和旅游达人，为你支招。

国庆出游如何捡漏？

记者从携程平台了解到，目前国
庆期间的机票预订情况，上海、北京、
成都、广州、重庆、西安、三亚、昆明、
深圳、乌鲁木齐是国内游十大热门城
市，出境游十大热门目的地依次为东
京、大阪、曼谷、新加坡、伦敦、普吉

岛、中国香港、洛杉矶、巴厘岛、吉隆坡。
据了解，国庆出行最高峰集中在放

假前一天及首日，即9月30日和10月1
日，这两天出发的机票最抢手。一些热
门城市的机票折扣普遍在8折以上，热门
出发时段仅剩下经济舱全价票。

一些热门城市机票紧张，怎样捡
漏？携程平台有关人士给出3点建议：

第1招：错峰出行

对于仍未安排好国庆出游行程的游客
来说，错峰出游是不错的选择。一方面，可
选择在9月29日至30日请2天年假，拼成10
天‘超长假期’，提前出游以避开出行高峰时
段。另一方面，从10月3日开始，机票价格
将逐步回落到平时3至5折水平。这两个时
间段出游都可节省大笔机票开支。

记者昨日查询携程看到，重庆飞三
亚，10月1日单程票价最低1480元，10月
3 日则为 860 元，节省 420 元；重庆飞兰
州，10月1日单程票价最低1080元，10月
3日则为415元，节省665元。

此外，国庆期间，重庆飞往北京、上
海、广州等城市的机票仍维持在平时
价。比如，10 月 1 日，重庆飞上海最低
670元，折扣力度均为3.6折左右；重庆飞
广州最低710元，折扣力度均为4.8折。

第2招：巧用大数据

低价怕错过？在线旅行APP比如去
哪儿网有“历史价格”功能。不仅可以查
看大部分境内航线最近15天购买当日起
飞的该航班机票价格走势，还有“降价提
醒”功能，不让低价溜走。

第3招：多地比价

旅行软件有“多地比价”功能，比如
去哪儿网只要选择出发地、目的地和往
返的最早最晚日期，就能根据旅行天数、
出行预算找到想要的低价。

节假日走景区，往往都是人从众，到景
区购票就得排很长时间的队。重庆知名旅
游达人莲子告诉记者，为了快速购买到景
区门票，景区提供提前预约门票的最好提
前预约，预约渠道一般是景区官方微信公
众号或者售票网站。

部分景区今年实施“实名制分时预
约”。就拿贵州黄果树景区来讲，该景区微
信公众号发布公告称，从6月6日起实行“实
名制分时预约”，游客可在网上预约门票，景
区售票窗口不再销售门票。游客则至少需

要提前1天购买门票及观光车票，各网站均
不销售当日门票。贵州梵净山景区微信公
众号公告称，从8月20日起全网提前6天(不
含当天)预约门票。景区售票窗口只办理特
殊证件票，不再出售普通散客票。截至目
前,这些景区未发布国庆假期购票方式改变
的通知。

不同景区售票政策各不相同，因此市
民出游务必提前通过所到景区的微信公
众号、网站等平台查询售票渠道和方式，
避免排长队或跑空路。

机票:这三招帮你捡漏

火车票:“候补”功能能捡漏

记者从铁路12306网站查询到，目
前重庆前往昆明、武汉、汉中、南宁等地
在国庆当天的高铁、动车票几乎售空，火
车票也所剩无几。

如今还没买到票的怎么捡漏？今年5
月，铁路12306推出购票“候补”功能，当自

己所购车票售罄时，可以在平台上登记购票
信息并完成预支付，这时平台会给你一个号
码，这个号码表示前面还有多少人在排队。
如有退票、余票，12306将自动按排队顺序
为“候补”旅客购票。一名旅客可同时选择
相同区间的4趟列车进行候补购票。

门票：最好提前预约

本组稿件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春莲 实习生 黄艺潞

自驾游这些事项要注意

市外游

1

2

3

04~05
2019年9月18日 星期三

责编 陈志刚 视觉 黄明强
图编 陆晓霞 制图 黄明强 责校 赵蕾让生活 下来慢慢生活 慢新闻深阅读

纵
情
巴
山
渝
水

畅
游
天
南
海
北

国
庆
出
游
手
册

近日“接下来两
周生活的主要内容”
登上热搜榜，不少网
友表示接下来的一段
日子就是等国庆，那
国庆出游安排你准备
好了吗？你是打算走
出重庆畅游天南海
北？还是选择在市内
纵情巴山渝水？出门
游，海陆空各种交通
工具如何选择？在家
门口，哪些地方有哪
些活动好耍？别急，
本报为你梳理了这些
市内市外游玩攻略请
你收好，等到国庆假
期尽情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