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过半 成都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385.38 万人次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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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和旅 （79.25万人次）、
广元（66.55万
游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人次）、
广安（53.36万人次）。
景
10月1至4日，
全省旅游景区共
区门票收入前五名分别是成都
接待游客 1196.44 万人次，
实 （4696.72万元）、
阿坝（2628.79
现门票收入16210.51万元；
与
万元）、
乐山（1648.4万元）、
甘
今年
“五一”
假期前 4 天相比， 孜（1339.88 万 元 ）、广 元
接待游客人数增长 106.24%， （1067.54万元）。
门票收入增长114.61%。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同
其中，
接待人数前五名分
庆，惠民文化活动、艺术演
别是成都（385.38万人次）、
南
出、音乐会表演、民俗文化
充（125.63 万 人 次）、阿 坝
活动和旅游节庆活动在全

阴天有间断小雨 13～19℃ 北风 2~4级

大假过半

记得保暖 注意安全

秋裤可以安排了

坐着高铁看中国

降温模式开启
成都最低 12℃
8 天超长假期过半，不论你是在路
上还是宅在家，都要注意保暖，因为新
一轮降温模式开启了。
据@成都气象消息，预计成都市 10
月 5 日阴天，早晚有间断小雨，偏北风
2～4 级，气温 13～19℃；10 月 6 日阴天
有小雨，气温 12～19℃；10 月 7 日阴天
间多云转小雨，气温 13～21℃；10 月 8
日阴天间多云，西部有分散小雨，气温
16～21℃。也就是说今明两天，成都会
有明显的降温，大家注意增添衣物，出
门记得带伞。

另据@四川气象最新消息：未来三
天，
四川省依然以降雨为主，
气温偏低。
4 日晚上到 5 日白天，要注意广元、
巴中、达州、南充、广安 5 市及盆地西南
部山区局地有中雨，北部有 3~5 级偏北
风。攀西地区阴天间多云有小到中雨，
局地有大到暴雨。24 小时内，盆地最低
气温 12~15℃，
最高气温 15~18℃。
6 日～7 日，全省小雨为主，高原地
区有雷雨，攀西地区有中到大雨。7 日
白天，广元、绵阳、巴中、南充、达州 5 市
降雨结束，为阴天间多云。四川省其余

走成昆，

感受闯过禁区的
光影记录

地方依然有雨。资阳、内江、自贡、宜宾、
泸州 5 市局地有中雨，攀西地区局地有
中到大雨。
另据@中央气象台，国庆第二波冷
空气已经上线，将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
东大部地区，预计持续至 5 日，西北地
区东北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贵
州、四川盆地东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
等地的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 4～6℃，
局地可达 8～10℃。
综合@中央气象台、四川气象官方
微信、
@成都气象

出行安全记心上

9月27日在5634次
“小慢车”
上拍摄的窗外风景

吉林扶余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公安部向各地派出10个督导检查组
4 日 5 时 40 分许，
吉林省扶余市 514 省道 39 公里处发生一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造成 18 人死亡、1 人受伤。
公安部、应急管理部分别派出工作组赴当地指导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公安部交管局向各地派出 10 个督导检
查组，深入重点地区、重点线路进行督导检查。

▶成都观鸟
会联合成都
乡野走廊编
制的成都猛
禽观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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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春 秋两季 ，猛
禽都会进行季节性迁
徙，在此过程中
在此过程中，
，龙泉山
是一个过境和暂时性的
栖息地，
栖息地
，是成都春秋季
观赏猛禽的绝佳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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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成都境内分布有鹰形
目 28 种 、隼 形 目 7 种 、鸮 形 目
11 种 ，总计 46 种猛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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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观
鸟会在今年春季进行的定点调
查中，
查中
，
记录了 21 种猛禽
种猛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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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禽
分布

身在城市，离猛禽
有多远？
一 群“发 烧 友”的
经验是：从成都市中心
出发向东，不到一个小
时。10 月 4 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跟随
观鸟市民，来到龙泉山
体验了一把。
10 月 4 日是“世界
动物日”，上午 9 点，龙
泉山上聚集了十多位
市民，他们在此一同体
验“观猛禽”活动。
“猛
禽每年有两次迁徙，分
别在 3 至 5 月和 9 月至
10 月底，如今，正是观
赏猛禽的绝佳时候。”
现场活动负责人蒋志
友向记者介绍道，每年
春秋两季，猛禽都会进
行季节性迁徙，在此过
程中，龙泉山是一个过
境和暂时性的栖息地，
是成都春秋季观赏猛
禽的绝佳地点。

4 日是“世界动物日”，成都观鸟人组织观赏猛禽活动

在成都看猛禽
一群
“发烧友”爬上了龙泉山
还编制了观察指南，目前成都境内分布有 46 种猛禽

观赏猛禽 /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上午9点30分，在蒋志友的帮助下，参
加活动的市民掌握了专业望远镜的使用方
式，开始观赏猛禽。
“龙泉山可以观赏到的
猛禽种类很多，包括鹗、蛇雕、短趾雕、乌
雕、黑鸢、靴隼雕、凤头鹰等。”蒋志友告诉
记者，猛禽在迁徙过程中，为了省力，往往
会依靠热气流和风力飞行。龙泉山脉的地
理位置正好为它们提供了便利，
“这也是龙
泉山能观赏到猛禽的原因。
”
即便占据了很好的地理位置，
但想要观
赏到猛禽并不是那么容易，
“天时地利人和
缺一不可。
”
蒋志友说，
现场的天气情况也很
重要，
一般在气候温暖时，
猛禽的活动会频
繁一些，
“另外还需要一定的运气，
昨天我们

省各地推陈出新，不断丰富
市民和游客的假日文化旅
游消费生活。其中，成都市
龙泉驿的 2020 年洛带古镇
国庆·中秋喜乐游暨第一届
洛水风华汉服节、青白江的
2020 年“街头艺人”驻场演
出、彭州的白鹿音乐啤酒美
食节、邛崃举办的天府古镇
好物节，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参与体验观赏。据川观新闻

就观察到了300多只。
”
“前方树上有3只猛禽，
快看！
”
活动现场，
猛禽一出现就会引来一阵惊叹。
一时间，
所有
人都拿起望远镜，
想一睹它们翱翔的英姿。
或许是天气原因，在上午的观赏活动
中，
并没有出现大量猛禽，
更多时候是在等待
着它们的出现。
对此，
蒋志友早已习惯，
“观赏
猛禽实际上是
‘守望’
猛禽。
”
蒋志友说，
当猛
禽出现的一刻，
你会发现之前的等待都是值
得的，
“观赏猛禽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

编制指南 /
成都境内分布着46种猛禽
活动现场，成都观鸟会副理事长朱磊
科普了猛禽的一些基本知识。
记者注意到，
朱磊手中拿着一本《成都自然观察指南
——迁徙猛禽观察》。朱磊告诉记者，这是

成都观鸟会联合成都乡野走廊专门编制
的科普图书。
“指南中猛禽的照片，绝大多
数来自今年春季现场拍摄到的真实画面。
”
朱磊说，从今年3月开始，他和朋友们一起
开始了对成都猛禽的监测。书中以春季记
录到的21种猛禽为主，
按照体型大小，
主要
介绍了13种特征鲜明的猛禽。
“编制《指南》，
一方面是进行科普，
另一
方面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到猛禽。
”
朱磊
说，
过去对成都境内迁徙猛禽的研究极其有
限，
目前成都境内分布有鹰形目28种、
隼形
目7种、
鸮形目11种，
总计46种猛禽。
朱磊介
绍，
他们在今年春季进行的定点调查中，
记
录了鹰形目17种和隼形目4种，
但想要获得
更多的龙泉山乃至成都范围内迁徙猛禽的
知识，
还需要开展更多、
更持久的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摄影记者 缪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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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上列车 ，沿成昆铁路在
机，
呀，
列车上都走一万多步了，
西南横断山脉群山中快速穿
遇上假期走两万步。
”
行，它忽而扎进隧道，忽而驶过
成昆铁路上喜事也多，
这不
桥梁。车厢里斑驳光影不断流
就碰上了结婚送亲的队伍。
一位
动，仿佛带我们走进了穿越岁
位头戴银饰、身穿盛装的彝族妇
月的光影记录。
女，
在车厢里就唱起了送亲歌。
这里曾被外国专家称为修
列车飞驰 ，沿线山村正在
筑铁路的禁区。
川滇交界地区山
追上发展的速度。乐山市金口
高谷深，
地质结构极为复杂。
“连
河区胜利村党支部书记王勇
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
说，这个村在悬崖上已有 300 多
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
年。之前，空有青花椒、老鹰茶
万壑雷。
”数千年来，
人们只能走
等特产，却无路运出，山民挨饿
着马帮南行。
受穷。后来有了铁路，特产搭上
这一切都被闯过禁区、1970
火车基本不花运费，人们自发
年建成通车的成昆铁路所改
向火车站附近搬迁。党委政府
写！在大渡河畔的关村坝火车
顺势整村搬迁下山。
“ 现在我们
站，列车短暂停留。站长刘富军
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日子一
引我们来到隧道边，
“ 这里没有
天比一天好！”
一寸平地，当年用 388 吨炸药，
成昆铁路自己也在变。
在四
一次爆破 395 万立方米土方，炸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冕
开山头，好不容易在两座隧道
山镇外，新成昆铁路小相岭隧
间建成了火车站。”
道和老成昆铁路两两对望。中
距离关村坝火车站不远，
就
铁隧道局小相岭隧道项目“90
是著名的“一线天”
。这是两座绝
后”调度主任郑冬冬抹着汗说：
壁间的缝隙，
成昆铁路以一座石 “我爷爷修过老成昆铁路最长
拱桥连起两座隧道，从桥往上
的沙马拉达隧道，我们即将建
看，天空仅在山谷露出一线。遥
成新成昆铁路最长的小相岭隧
想当年，
一条条绳索从悬崖上荡
道，全长 21.775 公里！”
下，筑路战士吊在半空中，工具
新成昆铁路是新建的一条
只有钢钎和铁锤，
一锤一锤艰难
铁路，与老成昆铁路大致平行，
凿出炮眼，山石随时可能垮塌， 全长 850 公里，设计时速 160 公
他们何等危险，
又何等英雄！
里。目前，昆明经攀枝花至米易
1083 公里，30 多万人参建， 段已通车，
峨眉至米易段正在加
2000 多人牺牲。中国铁路昆明
紧建设。
局集团档案室干事王福永说，
成
27 岁 的 D789 次 列 车 车 长
昆铁路平均每公里大约有两名
赵丹玉觉得昆明到攀枝花已经
筑路者牺牲，
横绝之地得以开出
变得很近。
她所值乘的复兴号动
坦途。极尽蜿蜒之姿的成昆铁
车“绿巨人”只需两个多小时就
路，
让一个个与世隔绝的部落走
能抵达。
而过去绿皮车需要开行
出深山。
7 个多小时。
“ 过去为了爬坡不
在大小凉山，
每隔十数公里
得不绕大回环，
人走路都能超过
就有一个小站，
身披“察尔瓦”
羊
列车，
现在截弯取直特别快。”
毛披毡的彝族老乡三三两两排
在被誉为“火车拖来的集
队候车，他们有的抱着鸡鸭，有
镇”云南省禄丰县广通镇和“金
的牵着山羊，前往各个县城交
沙江边的菜篮子”云南省元谋
易。
开行这一线路的列车被他们
县等地，新成昆铁路带来了新
亲切称作“小慢车”
。
机遇。
“小慢车”彝族车长阿西阿
元谋县副县长张荣说，
当地
呷是名“75 后”，她一会儿替老
几十万吨蔬菜瓜果靠火车外送，
乡在特制车厢里拴好猪羊，
一会
新成昆铁路全线建成后客货分
儿替年迈大妈安排座位，
忙得不
开，
进一步加强沿线的客货运能
可开交。
“ 成昆铁路就像大凉山
力，高铁网北接我国西北和中
的公交车，
从燕岗经西昌到攀枝
原，南接东南亚，昔日西南边陲
花，根本闲不下来，每天一看手
将迈向更广阔的未来。
据新华社

汶马高速及317国道米亚罗段
因泥石流中断
正全力抢险抢通中
10 月 4 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四川交投获悉，
今日
上午 7 时，汶马高速米亚罗至尽
头寨路段（k230+600）突发泥石
流灾害，
造成高速路双向全部中
断。国道 317 米亚罗路段也发生
多处泥石流造成道路中断。
现场无人员伤亡，预计泥石
流方量 3000 余 方 ，约 500 米 路
段受灾。四川交投藏高公司汶
马高速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
备成立抢险突击队，在地方政

红星新闻
APP

红星新闻
微信

府的统一指挥下，开展泥石流
抢险救援工作。
昨日，汶马高速实行交通
管制：前往马尔康车辆由古尔
沟收费站下站，米亚罗收费站
暂时关闭，前往汶川方向车辆
由尽头寨收费站下站。同时，抢
险工作全力进行中，在保证人
员安全情况下，争取尽快恢复
应急通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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