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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记者昨天从市文化旅游委获悉，近年
来，市文化旅游委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建
设工作要求，组织区县申报文化和旅游资源
富集、旅游产品特色鲜明、旅游市场规范有
序、旅游配套服务完善、村容村貌美好宜居、

乡风淳朴风俗文明，带动村民致富效果良好
的村镇推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村。

据介绍，2021年重庆成功创建万州区
长岭镇安溪村、九龙坡区铜罐驿镇英雄湾
村、江津区先锋镇保坪村、巫山县竹贤乡下
庄村、奉节县兴隆镇回龙村、潼南区崇龛镇
明月社区6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创建武

隆区仙女山街道、铜梁区土桥镇、梁平区竹
山镇3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遴选酉阳
县花田何家岩村等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44
个。截至目前，重庆已经建立国家和市级
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名录名单，共有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镇3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35个，重庆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94个。

市文化旅游委还将在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名录建设工作引领下，加大宣传力度，协调
市级和相关部门的资金和资源，大力支持乡
村旅游重点村基础设施建设。依托乡村自然
人文资源和生产生活方式，挖掘乡村多元功
能价值，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警官不好意思，我身份证不见了，能
不能帮忙开个临时身份证明？”“警官好，
我的包忘在出租车上了，能帮忙找一下
吗？”……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重庆西站
迎来了旅客高峰期，这对于现场执勤的民
警来说是一次考验。昨天，重庆西站治安
派出所公布了今年国庆期间的接警数据：
国庆期间除了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外，该
派出所共接到各类求助600余次。

重庆西站迎来客流高峰期

今年国庆期间重庆西站迎来了客流
高峰期——来往乘车赶路的旅客数量比
平时多出了1-2倍，单日旅客量最高达到
16.1万人次，特别是10月7日晚，重庆西
站每小时出站客流最高达到了6000余人
次，这也导致附近的轨道交通站、长途车
站、公交站场人流如织、摩肩接踵。为了
维护好现场秩序，不管是早班、中班还是
夜班，重庆西站治安派出所的执勤民警都
忙得不可开交：疏导人流、维护秩序、答
疑解惑、调解纠纷、寻人寻物、安全巡查
……

作为重庆西站治安派出所唯一一名女
巡逻民警，蔡璐就成功帮助一名外地游客
找回了走散的儿子。蔡璐回忆了当时的
情况：“10月2日，我们接到旅客报警，说
她在出站时与4岁的儿子走散了。我们

将她带回了治安岗亭，随后我按照她的描
述立刻广播找人，接着我又带着几名保
安、特卫人员分头到出站口、卫生间、商
店、餐馆、公交站场等处排查寻找，并让监
控室的辅警查看监控视频，还原小男孩行
走路线。”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半小时
寻找，一名特卫队员终于在重庆西站公交
站场一个偏僻角落，找到了正在哭泣的小
男孩。蔡璐连忙赶到公交站，将小男孩带
回，让母子团聚。

老民警连续4年国庆执勤

在众多执勤民警当中，一级高级警长、
53岁的老民警李彪从2018年1月重庆西
站启用起，每年的国庆节都在岗位上度过，
今年是他第4次国庆执勤。

从9月30日下午开始，除了正常下班
休整时间，李彪在重庆西站坚守了整整一
个星期。在10月7日最忙碌的时候，他曾

在半小时接到了20多次报警、求助，等到
10月8日早上8点他和同事进行交接班的
时候，嗓子都有点嘶哑了。作为重庆西站
派出所里职级最高的民警，为何还要值守
在第一线？李彪表示：“民生无小事，既然
我穿了这身警服，假期值班就是我们该做
的，从小事照样能体现民警的职业价值！”

分管站区巡逻防控工作的警长杨旭则
告诉记者：“今年国庆期间，我们接到各类求
助600余次，其中为出行旅客打印临时身份
证明占多数，有415次；其次是驾乘纠纷，有
20次；另外找回遗失行李财物12次，找回走
失老人儿童5次，救助发病旅客4人、流浪人
员6人；剩下的则是其它各种各样的报警求
助。不管是什么样的警情，什么样的求助，
值班民警都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我们想
用实际行动证明‘我在岗，你放心’。”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警方供图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你的朋友圈
里是否也有人在晒露营？大众点评发布
的2021年“十一”黄金周旅游消费数据
显示，露营的搜索量环比上涨144.89%，
苏宁易购也发布消息称，国庆期间露营
装备销量增长76%。露营突然火了起
来，但对于一些户外小白来说对露营装
备却不知道从哪儿入手。对此，记者联系
上户外达人、洞穴探险爱好者、国家应急
救援员彭勇分享心得。他表示，简单的户
外活动，不过夜，被称为野营，而露营一般
指野外扎营过夜。野营和露营两者间的
装备也会有所差异，下面一起来学习吧。

装备篇
秋季来临，户外露营活动开始多了，

对于刚刚参与到户外露营中的爱好者而
言，露营需要准备什么成了他们首先要
考虑的问题。下面列出的一些露营必需

装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野营装备（不过夜）

天幕
不过夜的野营，可以不选帐篷，就选

择天幕的比较合适，可以遮风、挡雨、防
晒，也很适合拍照。

桌椅
蛋卷桌，之所以叫蛋卷桌，因为桌子

的桌面可以卷起来，就像蛋卷一样，比较
便携；折叠椅，不用组装，打开收起来都
非常方便，还不占用地方；月亮椅，月亮
椅重量轻，体积也小，坐上去有一种被包
裹的感觉。

娱乐
咖啡器械，茶具，酒具。有条件当然

种类越多越好，当然新手不建议买太多
太好，毕竟用的时间并不特别多。

饮食
可准备一天左右的备用食物，方便

食品，如果带需要烹饪的新鲜食材，还得
准备刀、案板、碗筷、锅、便携点火喷枪、
户外气罐、炉灶、调味品等。户外气罐、
炉灶可选择卡式炉+气罐，便于携带。在
露营地允许的情况下，可准备烧烤架、烧
烤食材等。

二、露营装备（过夜）

过夜的露营装备，除了野营需要的桌

椅、娱乐、饮食装备以外，还得有所增加。
帐篷
在户外过夜，帐篷就是临时的家，要

考虑重量、空间的同时，更要考虑防晒、
防风、防水较好的帐篷，尤其如果不防
水，下雨了就只有挤别人“家”了。从方
便的角度考虑，有一种速开帐篷，这类帐
篷帐杆与帐身设计为一体，一个人就可
以快速完成搭建，是很适合新手的，但其
缺点就是大多不防水，这种帐篷只适合
在天气好的情况下使用。

地布
在地上搭建帐篷，地布很重要，这个

随便选都可以。
睡垫
睡垫属于必不可少的露营装备。可

以选择有铝箔睡垫、折叠睡垫或充气床
垫，不过三者都有一点点缺点。铝箔睡
垫一般质地较薄，反冲力相对较差；折叠
睡垫收纳空间较大；而充气床垫，充气放
气会比较麻烦。习惯要睡枕头的，可带
充气枕头。

睡袋
睡袋的选择综合环境湿度、温度、体

积、重量几方面考虑。在暖和的潮湿地区
露营，可考虑棉睡袋或加绒睡袋；到夜晚
温度较低的地区选用羽绒睡袋；要求睡袋
体积小或重量轻时，也可考虑羽绒睡袋。

照明

建议每个成人有一个头灯，公用一
个备用头灯，一个照明灯。照明灯选择
充电的露营灯就可以。

服装
防雨、防晒，长袖、长裤，防滑鞋。无

论多么热的天都不建议短裤、拖鞋，野外
蚊虫比较多，道路湿滑。

应急物品
雨伞、雨衣、驱蚊水、感冒药、止血药

之类必备。如果有老人和小孩，尽量多
带他们的物品。

收纳设备
带的东西小又多，收纳显得很重

要。可将不同的设备收纳装到不同的收
纳袋里，收纳袋以易折叠的布袋或收纳
箱为宜。

应急篇
野外突发情况很多，天气是主要。

如果天气突然变化，根据情况决定继续
露营还是取消活动，比如小雨天不影响，
大暴雨来临最好赶紧回家。如果有受
伤，能处理简单处理然后回家，不能处理
的联系就近医院、医生。

对于新手，户外活动可以先去城郊
公园活动，或者参与有户外高手组织的
活动，切忌去自己能力不够又远离城市
人群的地方。选择好露营天气，选择好
露营的队友，选择好露营的场地。总之，
不打无准备的仗，做到有备无患。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春莲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钱 也）据市气象台预计，今起三
天，重庆大部地区由阴雨转为阴到多
云。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10月11日：阵雨转阴天，15℃～18℃
10月12日：多云间阴天，15℃～22℃
10月13日：多云，17℃～24℃

重庆今起三天阴到多云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3个、重点村35个

重庆旅游又有新去处

打印临时身份证415次、调解驾乘纠纷20次……

这个国庆，重庆西站民警有点忙

国庆假期露营火了

户外小白如何告别菜鸟
先从装备开始吧!

▲彭勇（受访者供图）

▲蔡璐（左一）和队友在站前广场巡逻

◀李彪（右
一）帮助旅
客找回丢
失物品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111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7 0 3 4 0+7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26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3 4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26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3 4 8 9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11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3 0 0 1 0 0 3 0 3 0 0 0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11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3 0 0 1 0 0 3 0 3 0 0 0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11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2 0 1 3+ 0 3+ 2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