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三天持续阴雨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外地朋友，重庆美食不只有火锅

你如不服，请看他做的美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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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讯 备受关注的第
11届巫山国际红叶节将于本周五
（17日）正式拉开帷幕，记者昨天从
活动组委会获悉，红叶节开幕后的
18 至 19 日，巫山县邀请了国内顶
级航模高手，在神女天路景区进行
飞行表演。

巫山国际红叶节此前已连续举

办10届，因其秀美红叶与壮丽巫峡
融合，而成为很多市民向往的旅游
圣地。

今年的巫山国际红叶节，巫山
县邀请了国内顶级航模高手在黄
岩景区进行表演。据了解，今年 9
月 23日和 24日，这批航模高手曾
在武隆仙女山进行航模表演，由于
选手中包括了世界冠军等业界大
腕，当时在重庆引起了不小的震

动。但由于时间和气候原因，也为
很多没能到现场观看表演的市民
留下了遗憾。

巫山国际红叶节活动组委会官
员告诉记者，此次国际顶级航模高手
齐聚巫山，表演将选在神女天路景区
的天灯包、媱台、飞云台、敞心坡等几
大观景台上进行，届时，市民既可以
看到被红叶染红的巫峡美景，又可以
看世界顶级的航模飞行表演。

广告

重庆商报讯 昨天，市气象台预计，
今起未来三天，我市大部地区将持续阴
雨天气为主。而阴雨天气的持续，也让
重庆全市最高气温难超20℃，市民应注
意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昨天11时许，我市各地以阴天天气
为主，全市气温在 10~17℃，最暖北碚
17.8℃，主城也以17.6℃紧随其后。

■未来三天天气
今天:东北部偏西和东南部地区阴天

有零星小雨或间断小雨，其余地区阴
天。大部地区气温 13～20℃，城口及东
南部10～16℃。主城阴天，16～19℃。

明天:西南部间断小雨或零星小雨转
阴天，其余地区阴天。大部地区气温
13～19℃，城口及东南部 10～15℃。主
城阴天有零星小雨，16～18℃。

后天:偏南地区阴天有间断小雨或零
星小雨，其余地区阴天。大部地区气温
13～19℃，城口及东南部 11～14℃。主
城阴天有零星小雨，16～18℃。

重庆商报讯 11 月 13 日，2017 长
寿·邻封沙田柚文化旅游节暨长寿沙田
柚擂台赛颁奖仪式在长寿区邻封镇举
行，来自市内外的沙田柚客商、游客等上
千人参与活动。

2017年长寿·沙田柚擂台赛初赛于
11月6日举行，共有140户果农参赛，经
过可溶性固形物和口感测试打分初选出
20名进入决赛。

11月 9日，决赛在邻封镇柚香广场
落下帷幕，通过平均单果重、果形、色泽、
果面、果皮厚、口感和可溶性固形物综合
评比，角逐出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
名，在评选中获得沙田柚金银铜奖的各
家柚子含糖量都高达18%以上。

同时通过现场称重评比产生果王，
最终邻封10组郑琪英参赛果以2.185公
斤赢得“柚王”称号。

此外，10月 24 日~30 日，长寿区委
宣传部、长寿区农委还推出了“长寿沙田
柚宣传口号有奖征集”活动，邀请广大网
友和市民为长寿沙田柚打Call，创作一
句宣传口号。活动共吸引了全国 20多
个省市的 1829 件优秀作品，最后“长寿
沙田柚 一品解乡愁”获得一等奖，奖励
3000元。

长寿沙田柚文化旅游节启幕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阳

重庆商报讯 11月 13日，丝绸之路
国际时装周暨爱融荟城·2017AMA 亚
洲国际超级模特大赛全球总决赛联合新
闻发布会上传出消息，“2017 丝绸之路
国际时装周”将于下月即 12月 6日~10
日落地重庆，作为丝绸之路国际时装周
重要的一站，重庆将会让这场中外融合、
锦衣华服的视觉享受完美地呈现在观众
面前。同时，随着时装周一起到来的，还
有AMA亚洲国际超级模特大赛，这项
赛事是在亚洲地区落地的全球性赛事，
以选拔和培养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超模为
宗旨，与全美超模并称为东西方超模界
的“西点军校”。这次共有来自30多个
国家的72名选手参加，12月3日她们将
齐聚山城重庆，4日将进行山城攻略，为
美丽重庆再填一抹时尚色彩。

丝绸之路时装周落地重庆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罗永攀

重庆商报讯 28岁的重庆崽
儿黄鹏是一个正宗吃货，外出见
到美食，他先掏出手机拍摄，大快

朵颐之后，再慢慢回味，
最后把吃货心得上传
至微博。连日来，他
在微博连载极具个
人特色的“重庆美
食 指 南 ”，吸 粉 不
少，因此在网上走

红，“外地的朋友们只
知道重庆火锅好吃，殊

不知，重庆还有很多其他的美
食，我就是要分享给这些外地的
朋友们。”

自制“重庆美食指南”走红

“推荐一家抄手，地道、有特
色、经济实惠，馅儿是微甜口。”

“小丸子手卷，好吃的点：里面有
个蛋条很香，鱼子酱很多，牙齿咬
破鱼子酱，嘣～爆开的惊喜。”“他
们家的豆浆，掺和有青豆制作而
成，豆味浓醇回味青香。”抄手、寿
司、豆浆……这是网友“海墨”在

新浪微博上发布的“重庆美食指
南”，配合着美食图片的几十条博
文，得到众多网友的回复，“海墨”
也因此在微博走红。

昨日，记者联系上该网友，他
叫黄鹏，今年 28岁，土生土长的
渝中区人，现在一家知名的咖啡
连锁店工作。黄鹏告诉记者，只
要不上班，自己就会出来打街，寻
找美食，算得上一个正宗的吃货。

不服外地朋友只知火锅

黄鹏将自己的博文定义为
“重庆美食指南”，他说，自己的一
些外地朋友只知道重庆火锅，对
重庆其他食物不了解，“他们说重
庆只有火锅好吃，我就很不爽了，
我想告诉他们，重庆还有很多比
火锅还好吃的食物，所以，我就在
微博做起了美食推荐。”

记者注意到，黄鹏连载的“重
庆美食指南”，有推荐地道抄手
的，也有写蒜泥白肉的，还有小
面、酸辣粉、烤鱼等等，囊括重庆
街头巷尾的各种大小美食，除了
描写味道，他还会提供美食具体
位置和价格，供网友参考。“我只

推荐我去过的餐馆。”黄鹏说，他
推荐的美食，必定是亲自去试过
的，“这样我才能说出好吃的点在
哪儿，值不值得去吃。”

外地朋友小周告诉记者，看到
黄鹏的推荐，他到重庆不会只点
火锅了，走到哪里，就会实时询问
黄鹏，这一区域有什么好吃的。

“他快成我们的美食活地图了。”

为找到No.1连吃9天小面

记者注意到，黄鹏的微博推荐
得比较多的是小面、酸辣粉一类的
美食。“小面、酸辣粉吃起来简单，
价格也不贵，是我推荐的重点。”他
说，除了知名的小面，他也会推荐
一些隐藏在大街小巷、名不见经传
的店面，满足更多的吃货。

采访过程中，黄鹏向记者透
露了一个吃小面的独家秘笈。“有
一些小面品牌火了之后，就会开
连锁店，但不是每一家连锁店都
好吃哦。”黄鹏说，不久前，他就试
过一著名小面品牌，连吃9天，一
共品尝了这一品牌 10家连锁店
的小面，发现每一家连锁店的味
道都各不相同，有的甚至一言难

尽，最后，南坪一家连锁店的小面
入了他的“法眼”。

“小面，经济实惠、味道好，这
家小面入味，油而不腻……”他在
个人微博推荐起位于南坪的这家
小面，也得到不少网友的认同。
网友“肥纸月巴纸”表示，这家真
的超好吃。

吃货版“重庆美食指南”
“美食指南”之小面：重庆人

的早上是被一碗小面唤醒的，好吃的
小面所用辣椒油都是自家做的，慢慢
的越吃越辣，但不会辣很久，吃过小
面后，你会有几小时的口气，因为里
面有蒜，一般没人说不要蒜，因为有
才更好吃。

“美食指南”之牛腱子回锅
肉：我的天，入口就在嘴里炸开了，
好吃得仿佛我抱着牛腱子，在抚摸、
把玩它。

“美食指南”之豆汤饭：适合
冬天，暖身子，软烂的豆子，给人沙沙
的细腻口感，配上酸菜肉末，鲜香可
口，每一勺带汤带饭吃在嘴里，微微
的酸辣加上咸香，让人一口接一口。

重庆商报讯 今年，市慈善捐赠服
务中心大力发展网络募捐，创新拓展网
络募捐源头，目前已开辟官方网站、腾讯
乐捐、支付宝公益、微信公众号等在线捐
赠平台，一些急难救助得到及时响应。
据悉，今年我市网络募捐逾460万。

今年9月7日至9日，腾讯公益发起
第三届全民公益日活动，市慈善捐赠服
务中心首次参与并组织区县慈善会自愿
参与，策划线上慈善项目 18个，组建爱
心捐赠团队百余个。为期 3 天的活动
中，网民捐赠 58090 人次，捐款 41.6 万
元。这次活动中，市慈善捐赠服务中心
募捐额度居省级慈善会第 4位，名列参
与活动的116家慈善组织30位。

为加强“互联网+慈善”网络筹募工
作，目前，市慈善捐赠服务中心设立了网
络募捐办公室，建立了“互联网+慈善”
工作例会制度。

今年我市网络募捐逾460万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周末到巫山看红叶 观顶级航模表演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宇

巫山红叶 记者 邹飞 摄

他是真正的拆弹专家
故事比同名电影传奇

稳如磐石
手工拆除高精爆炸物

一起刑事案件现场，歹
徒留下爆炸装置后仓皇逃
走。当梁新宇接到任务赶
到现场时，面对的是一个
重约750克的遥控爆炸装
置 ，由 黄 色 包 装 胶 带 缠
绕，一根 20厘米长电线裸
露在外，爆炸物还附有其

他精密电子设备。这次梁新
宇的对手是一个掌握高超电

子技术、爆炸技术和制作手段的
“制弹高手”。

严峻的挑战没有让梁新宇慌
乱，他综合发案时间、爆炸装置的移
动、起爆方式等情况，经过缜密分
析，决定冒险手工拆除爆炸装置。
排爆现场设在一空旷的工地，梁新
宇趴在了威力巨大的炸弹面前，战
友们退到安全距离以外隐蔽。

为了防止歹徒引爆炸弹，梁新
宇首先用频率干扰仪，屏蔽掉了外
界传来的所有无线电信号。然后，
他轻轻地用X光机透视整个爆炸装
置，发现里面有电路板、电池、雷管、
炸药等形状的物品。

随后，梁新宇穿上厚重的排爆
服，定神安心，拿起拆卸工具，开
始慢慢地拧拨、轻轻地剪切、稳稳
地拆卸。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他 身 上 、额 头 的 汗 水 簌 簌 地 滚
落。梁新宇不能擦汗，不能丝毫
抖动必须保证双手稳如磐石，不
能颤动麻木的躯体。梁新宇镇定
自若地进行一系列操作，并最终
成功取出炸弹的关键部件，为破
案锁定了方向。

3天后，办案人员根据线索顺藤
摸瓜将歹徒抓获。

海地维和
荣获联合国和平勋章

2004 年 5月至 2005 年 4月，经
过层层筛选和一系列高强度淘汰
训练，一路过关斩将，梁新宇光荣
入选中国首批赴海地维和警察防
暴队，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远征
异国的维和工作充满艰辛、紧张、
危险和血腥。

2005 年 3 月，海地首都太子港
的贫民区一辆警车被反政府武装安
放的爆炸装置炸毁，5名警察被炸身
亡。因当地警方排爆专业力量不
足，梁新宇受命随队赶赴爆炸现场
处置。此处贫民区属于反政府武装
控制地区，人员众多，街道狭窄，武
装叛乱分子及其狙击手混迹在贫民
中，难以辨识，现场情势十分复杂。
为防止武装叛乱分子引诱处置人员
聚集后发动连环袭击，梁新宇作为
战斗小队排爆手临危受命，冒着生
命危险果敢开展现场搜爆工作，清
除现场周边爆炸可疑物，排除险情，
圆满完成任务。

在多次解救和清剿战斗中，梁
新宇担任战斗小队的机枪手、排爆
手，参加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在海地
的多次武装行动。艰险的维和工作
考验了梁新宇对党和祖国的忠诚，
考验了这名“排爆专家”的勇气和职
业能力。梁新宇圆满完成了各项维
和任务，向祖国和人民交上了一份
满意的答卷，为世界和平贡献了一
份力量。他先后被授予联合国和平
勋章、中国维和警察勋章。

排爆专家
与“死神”过招取得完胜

今 年 42 岁 的 梁 新 宇 1998 年

9 月，毕业于大连轻工业学院机
械电子专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的 梁 新 宇 考 入 了 重 庆 市 公 安 局
治安总队，即被遴选进入安检排
爆支队。

排爆装备大都是国外进口的高
精尖设备，为了能及早熟练掌握这
些先进的仪器和设备，梁新宇起早
贪黑钻研操作；对照说明书，对每一
个部件仔细研究，对每一项功能反
复操练，直到熟练掌握。他还积极
参加公安部和外地公安机关举办的
安检排爆培训，向专家、教授、同行
能人求教。经过不断钻研和摸索，
梁新宇掌握了频率干扰仪、地下金
属探雷器、车底检查镜、X光检查仪
等安检排爆器材的维修本领，还改
进了爆炸物销毁器、炸药探测器、炸
弹报警器等器材，经过苦苦钻研、上
下求索，他成为重庆市公安局第一
个安检排爆器材使用、维护、检修的

“全能专家”。
现在的爆炸装置是自制的，炸

药、结构往往无规律可言。100个犯
罪分子自制的炸弹可能有100种不
同的构造，排爆手哪怕只有一次的
判断失误，失去的可能就是肢体、甚
至是生命。排爆工作需要胆识，也
需要谨慎，更需要严格的操作程序，
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每一次排
爆，梁新宇都把每个步骤思考得很
细致。

从警以来，梁新宇先后参与处
置了百余起涉爆现场，每一次出现
场他都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20余
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每一份宝贵的
经验都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获
取，回想起每一次死神擦身而过，
他心有余悸，却义无返顾：“这是排
爆手的职责所在，即使随时会牺
牲！”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杨

“歹徒的爆炸装置上有不同颜色的电线，而要拆除炸弹就必须正确地剪断其中
一根，猜对生、猜错死！”一旦有人谈论电影中这常见的拆弹桥段，重庆市公安局治
安管理总队42岁民警梁新宇总是笑着说：“现实中的拆弹工作比电影情节更惊险、
更复杂，不可能动动剪刀就能轻而易举拯救世界。”

梁新宇是现实生活中的排爆专家，他20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多次将制作精
妙、威力巨大的炸弹成功拆除，在炮火连天的海地维和行动中被授予联合国和平
勋章。他的故事比《拆弹专家》主角章在山更精彩。

梁新宇在穿戴排爆服梁新宇现场处置爆炸装置

荣获联合国和平勋章、中
国维和警察勋章，“全国青年岗

位能手”、重庆市十大杰出青年岗
位能手、重庆市先进
工作者荣誉称号，先
后荣立个人二等功
2 次 ，个 人 三 等 功
3 次。

梁新宇荣誉小档案

梁新宇在联合
国驻海地维和
部队营地执勤
本组图片由
市公安局提供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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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鹏黄鹏 本组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本组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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