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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奉节县卡麂坪的傍
晚，结束一天农活的村民荷锄而归，
清朗山风从海拔1600多米的林间徐
徐吹来，带走最后一丝暑热……据奉
节县副县长李品雄称，奉节作为重庆
三大避暑胜地之一，有夏日平均23℃
的传统村落卡麂坪，有夏日平均气温
18℃的茅草坝，是消暑纳凉的绝佳好
处。这里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凉爽
怡人，每年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游
客来到奉节避暑消夏。如今，奉节正
以“三峡之巅”引爆高山全域旅游，打
造三峡最佳纳凉避暑目的地。

23℃
卡麂坪邀你体验古朴民宿

卡麂坪一名村民自豪地告诉记
者：“夏天我们这里非常凉快，基本
用不着空调。”卡麂坪村落地处奉节
县兴隆镇六垭村，距今有近300年
历 史 ，海 拔 1660 米 ，夏 日 平 均

23℃，森林覆盖率98.5%。
“我们已在这里住了两天。清晨

闻鸡而起，早饭后漫步在田野间，呼
吸着山间的清新空气，犹如置身桃花
源中。跟着村民们去田野，摘些新鲜
蔬菜回来自己做饭，这滋味，太惬意
了。”游客杨先生诉说着来卡麂坪旅
游的感受，两天前他们一家人从主城
前往奉节消暑纳凉，之前听朋友推荐
奉节有个原始村落其生态环境优美，
依山傍水，简易宁静，便来一探究竟。

卡麂坪传统村落总负责人李军告
诉记者，卡麂坪拥有土坯房15栋，耕
地250亩，实施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后，
现有村民5户21人。卡麂坪整个村子
呈散落式，是典型的夯土木传统民居，
冬暖夏凉。目前，已有5栋土房经改
造对外开放，每天可以接待400人次
的用餐，提供大概35个床位住宿。

18℃
茅草坝邀你漂流探险

“我们是从主城专门到这里来
探险的，这里的森林探险设备完善，
我感觉很刺激，森林里面也非常凉
快，是个值得来的好地方。”在茅草
坝，一名游客这样告诉记者。

茅草坝位于奉节县兴隆镇东25
公里处，平均海拔1700米，夏季气温
18℃左右，是消夏避暑的好地方。草
场面积达20.1平方公里，盛夏时节，
数十里的草场碧绿如茵，野花怒放，
游客可静静欣赏着纯净的自然美景。

“森林探险公园为热爱探险的
驴友们提供了一方热土，倡导了一
种全新的探索森林环境的方式，每
个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难度线
路。”据奉节县旅游局局长邹远江介
绍，游客可通过悬空桥梁、网道、步
道、木通、泰山秋千、飞狐索道和其
他趣味环节等进行数木间的探险，
体验探险的刺激与激情。

“如果森林探险还不能让你觉
得惊险，那九盘河漂流肯定适合
你。”邹远江说道，九盘河漂流项目
全程6.5 公里，用时 2小时，途中需
要经过12个波光荡漾的河潭和13
个水流湍急的河滩，让游客在玩乐
过程中既能“悠然山水之间”，又能

“激情浪花之上”。
除了避暑纳凉、旅游休闲，游客

还可在奉节品尝到当地盬子鸡、苞
谷醪糟荷包蛋、神仙豆腐、夔门脆虾
等多种特色美食，让“三峡第一桌”
征服你的味蕾。

卡麂坪23℃ 茅草坝18℃

谁说夏日炎炎
奉节邀你去纳凉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谭柯 实习生 伍凤秋

奉节打造三峡最佳纳凉避暑目的地 受访者供图

重庆商报讯 骑行在云中花
海，看满眼彩色“丝带”漫过山头是
一种怎样的体验？在海拔1800米
以上的高山草场来一场速度与激情
的比拼又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明
日，“云中花海·逍遥巫溪”2017年
国际山地自行车邀请赛将拉开帷
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61名选手将
齐聚巫溪红池坝，在花海竞技，共
同争夺8000元大奖。

赛道23.5公里
奖金最高可达8000元

记者从巫溪县文化委体育科获
悉，本次比赛将于 8月 16~18日在
红池坝举行，分为男子青年组（18~
35 周岁）、男子中年组（35~60 周
岁）、女子组（18~55 周岁）三个小
组。各组将分别取前八名，第一、
二、三名将分别获得3000元、2000
元、1500元奖金。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选手在参赛过程中破纪录，将
另有5000元奖励。据了解，目前各
组的纪录保持为：男子青年组36分

57 秒 28、男子中年组 41 分 16 秒
58、女子组48分33秒94。

“目前报名时间已经截止，本次
比赛吸引了来自陕西、长沙、湖北、
重庆等地的27支代表队161名自行
车爱好者参赛。”红池坝景区负责人
龚毅表示，选手们将从水堤出发，经
跑马场一扎鹿盘一游客接待中心一
五道拐，然后回到终点冥想空间景
区。据了解，赛道23.5公里，内含有
弯道、陡坡、泥泞道10几处，给比赛
带来了一定难度。值得一提的是，
五道拐路段含5个弯，每个弯的弯度
都在40度以上，再加上近30度的坡
度，进一步加大了路段的通过难
度。“我们的赛道海拔在1800~2600
米，是重庆市内最高海拔的山地自
行车赛区，且赛道内有沥青段、碎石
段，坡度较大、拐弯较多，对于选手
来讲有一定的挑战性。”龚毅说。

利用赛事将红池坝
打造为运动基地

“山地自行车赛有效地将旅游
和比赛结合起来，让选手在感受比
赛快乐的同时，也享受了红池坝美
丽花海带来的视觉盛宴。”龚毅告

诉记者，赛事期间在不影响比赛的
前提下，游客可以向景区租赁半专
业的山地自行车，体验一把专业选
手的感觉。

据介绍，“云中花海·逍遥巫溪”
国际山地自行车邀请赛作为市体育
局精心培育的赛事，在巫溪已成功
举办 7 届。7 年来，共吸引了千余
名世界各地的自行车爱好者前来参
赛交流，已经逐步成长为较有影响
力的业余体育赛事。龚毅告诉记
者，去年的自行车赛吸引了上万游
客观看，今年的游客量将会只增不
减。“近年来，参与山地自行车赛的
选手遍布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我
们美丽的红池坝，推动了红池坝的
知名度、美誉度。我们也希望通过
举办这个赛事，将红池坝打造为重
庆的一个运动基地，从而进一步拓
宽游客面。”

路线：
1.从主城上渝宜高速，经梁平、

万州、奉节，在羊桥坝收费站下道，
经塘坊镇、文峰镇到达景区。

2.从主城坐高铁到万州，每天
有两班（上午、下午各一班）大巴车
直达景区。

骑行在云中花海

巫溪山地自行车赛
明日红池坝鸣枪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见习记者 陈竹

贴上“游学”标签价格就涨好几倍，海外游学行程竟包括“赌城”

关关注今日

牌照、充电桩、停车位……共享汽车爆发考验城市公共配套

俄五代机苏－57横空出世 100公里外可发现敌隐身战机

本组文图据新华社

与与养健康 生

心率会影响你找对象

2英镑或让你变身豪宅主人

信 息 超 市

美16岁高中生角逐州长

印度山体滑坡大巴被冲下峡谷

47人遇难
由于遭受暴雨袭击，印度北部喜马偕尔

邦13日早晨发生山体滑坡，两辆大巴被冲入
峡谷，已造成至少47人遇难。事故发生时，
这两辆旅游大巴正停在路边服务站茶歇。在
现场负责协调救援工作的印度陆军发言人阿
曼·阿南德表示，“超过50人恐被埋”。

也门霍乱疑似感染人数
升至50万人

世卫组织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也门
霍乱疫情持续恶化，疑似感染人数已上升至
约50万人，近2000人因病致死。尽管从7
月初开始霍乱感染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但
疑似感染人数仍以每天约5000人递增，在
一些新增感染地区霍乱仍在快速传播。

台北连续10天最高温超36℃
破120年纪录

台湾气象部门数据显示，台北14日中
午超过 37℃，已连续 10天超过 36℃，打破
了自1897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长持续高
温纪录。上一次台北持续高温出现在2012
年7月8日至16日。台气象部门表示，未来
几天台北地区将持续高温炎热。

塞拉利昂首都洪水和泥石流
致200多人遇难

美国巴尔的摩市当地社区活动人士倡议
的“巴尔的摩停火72小时”活动期间，已经发
生3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巴尔的摩市
警察局5日说，两名男子分别在当天17时和
22时左右遭枪击身亡，另有一名男子在当天
15时左右遭枪击致手臂受伤。

人人物今日

■俄挫败数起针对莫斯科的恐袭阴
谋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14 日在官网发布消
息说，执法人员当天挫败了数起针对莫斯
科的恐袭阴谋，并在莫斯科郊区逮捕 4 名
企图发动恐袭的恐怖分子。消息说，一个
恐怖团伙密谋利用自杀式炸弹袭击和大威
力爆炸装置，对莫斯科交通设施、大型市场
和购物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发动恐袭。4
名落网嫌疑人中，一人是俄罗斯人，三人来
自中亚国家。

■外交部：中方要求韩方停止部署“萨
德”进程 14 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韩国新任国防部长当天在韩国国会
会议声称，为应对当前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韩方会尽最大努力加快部署“萨德”系统。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说，部署“萨德”无助于解决韩方的安全关
切，无助于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而且严重
损害中国等地区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中
方要求韩方正视中方的安全关切，停止部署

“萨德”进程。

心率除了能揭示健康状况外，还可能影
响你找人生伴侣的几率。加拿大一项研究显
示，心率稳定的女性更容易找到另一半。

湖首大学研究人员发表报告说，他们对
大学女生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跟踪研究后发
现，心率变异性（HRV）低的女生谈恋爱机会
是高者的两倍。

心率变异性反应了心率变化的程度和
规律，通常用来帮助判断心血管疾病的病
情、预测心脏性猝死和心率失常。研究人
员表示，心率变化大与负责处理情绪的神
经系统有关，或许意味着情绪波动大，不易
相处。

研究人员说：“或许是我们的心脏而非大
脑决定最终谁能找到真爱。”

俄罗斯空天军总司令邦达列夫日前披
露，俄第五代战斗机已正式命名为苏－
57。据俄空天军总司令部和俄联合航空制
造公司消息，苏－57战机的第一阶段测试
将于今年12月结束，随后开始第二阶段测
试，按计划将于2019年开始小批量生产。

苏－57战机在实验阶段被称为T－
50战机，是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研制的第
一款新型战机，用以取代目前俄空军的
苏－27和米格－29等主力机种。首架
T－50原型机于2010年1月试飞成功。

T－50战机最大航速为每小时2600
公里，最大航程为5500公里，其装备的新
型航电系统和相控阵雷达可大大减轻飞行

员的负担，使其专注于执行战术任务。通
过使用复合材料、运用创新技术、借助独特
的空气动力外形和发动机设计，T－50能
大大降低被雷达、红外设备和目视发现的
可能。

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浩介绍说，苏－57
战机配备了俄罗斯 2004 年研制的雪
豹－E相控阵雷达系统。这一雷达系统
拥有可以集中波束对特定角度的区域进
行大功率、高精度搜索的能力，这是苏－
57的主要战斗力基础之一。雪豹－E的
另外一大特点是探测隐身目标，能够在
100 公里以外发现敌方隐身战机，足以
做到有效对抗。苏－57因此具有强大的

反隐身能力。此外，在近距离格斗方面，
苏－57拥有很强的机动性能，是目前世
界上唯一一种采用三维矢量发动机技术
的战机。

进入暑期，海外游学广告再次占据了
各大旅游网站的抢眼位置。“美国东海岸
名校游”“英国百年贵族学校体验夏令营”
等名目各异的游学产品让人眼花缭乱，尤
其一些热门欧美国家游学线路，虽然价格
普遍在三四万元左右，但都早已售罄。记
者调查发现，海外游学已经达到百亿级的
市场规模。但动辄数万元的游学产品质
量良莠不齐，业内人士透露，贴上“游学”
二字标签，带着学生在国外校园转一圈，
有的旅游产品的价格就能涨好几倍。

在海外游学产品受到市场热捧的同
时，也有部分家长反映，一些旅行社推出
的海外游学产品，只是到校园简单游览
参观，孩子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却收取

了比普通旅游产品高几倍的价格。不少
海外游学产品“游”多“学”少，变成一个
商业销售噱头。

记者发现，海外游学产品普遍价格
不菲，明显高于同类型普通旅游产品。
以美国东海岸旅游产品为例，同样两周
左右的旅游产品，价格普遍在1万元到2
万元，但行程类似的游学产品则普遍在3
万元以上，一款名为“美国八大名校状元
夏令营”的14天海外游学产品价格则高
达近5万元。

除了较高的市场价格，各类游学产
品在“内容”上也参差不齐，甚至明显“离
谱”。北京一所知名小学组织学生到美
国的游学行程中，就曾被曝出竟然包含

了“赌城”拉斯维加斯。
江西南昌市民何女士去年送上初一

的女儿送到美国游学，花费了 34800
元。但何女士对游学效果不甚满意。“跟
当初宣传的差距很大。正赶上美国学校
的假期，培训机构租了一个中学的会议
室，又请了几个当地的孩子陪读，感觉就
像‘演员’演戏。最期待的哈佛、耶鲁大
学之行，只是到学校参观了一圈。”

记者在“美国常春藤名校修学游”
“英伦特色高校游”“英国贵族高中修学”
等多个旅行社推出的游学线路上均发
现，多数产品在14天行程中，有5天时间
用于参观校园，剩下的时间多在观光游
玩，“游”的比例明显大于“学”。

继共享单车之后，共享汽车在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席卷而来，
大有爆发之势。但记者调查发现，时尚、
炫酷的共享汽车要顺利上路，仍需迈过
重重障碍，其中城市公共配套能否及时
跟上更是生死考验。

首先车牌就是重大考验。“我们原计
划在深圳就投放 10000台左右，但是深
圳市交委给不了我们那么多车牌指标，
我们就把计划缩减到了4000台。”深圳
市宝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波
说，发展共享汽车，困难远比当初想象的
多。

共享汽车“爆发迹象”已经开始显
现，然而这些企业无一不面临着汽车
牌照、充电桩、停车位等城市公共配套
资源不足的问题，这给企业带来新的
挑战。

除了遭遇“车牌限量”，宝港能源在
停车场地上的推进也不乐观。“我们原计
划通过租赁的方式在深圳各区再设置
200 多个停车场地，但目前签约到位的
只有30个左右，推进比较缓慢。”另外，
由于更契合环保出行的理念、更具经济
性，目前市场上90％以上的分时租赁汽
车为新能源汽车。而目前，新能源汽车

推广的关键问题——充电桩，在国内的
几乎所有城市，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
决。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交通管
理部门虽然都对共享汽车持支持、鼓励
的态度，但各地都还未出台具体的扶持
和管理细则。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发展中心副
研究员李艳霞则认为，虽然很多公共配
套都是市场倒逼的结果，但是面对共享
汽车初显的“爆发迹象”，政府部门还是
需要未雨绸缪，加强车牌、停车位、充电
桩等公共资源的建设、调配、管理。

苏－57战机

现年16岁的杰克·贝格尔森是美国堪萨
斯州威奇托市的一名高中生，他已决定参加
明年的州长竞选，角逐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提
名。

据美联社13日报道，由于贝格尔森未满
18岁，他不到法定投票年龄。但按照堪萨斯
州的法律，他却可以竞选州长。

贝格尔森上周做客一档节目时说，自己
竞选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试图引起同龄人
对政治的兴趣。“让我们给堪萨斯州民众一个
机会，”他说，“让我们做一些其他地方从未有
过的新尝试。”按照贝格尔森的说法，他想要
从“根本上改变”堪萨斯州的医疗体系，支持
医用大麻合法化，但对公民持枪权持保守意
见。

贝格尔森的竞选搭档是他的同学、现年
17岁的亚历山大·克莱因。如若最终竞选成
功，两人将分别当选堪萨斯州的正副州长。
鉴于克莱因明年将满18岁，他届时将在州长
竞选中拥有投票权。

贝格尔森竞选州长一事引发热议。“如
果这个男孩（竞选一事）合理，或许是件好
事，”美国恩波里亚大学政治学者迈克尔·
史密斯说，“（提高）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度是
一大挑战。我并不是说他会赢得候选人提
名。但如果他可以告诉其他（年轻）人，让
他们参与到政治当中，我认为这会是件好
事。”

英国布里斯托尔附近有一处乡间豪宅。
它建于1829年，有4间卧室、3间浴室、2个客
厅和一些附属建筑。现在，你只要花2英镑
买张抽奖券，就可能成为这处房屋的主人。

英国《每日邮报》13日援引房主特里西
娅·汉密尔顿的话报道，为了给自己的制帽生
意筹措100万英镑，她打算卖掉这处房子，但
挂牌出售一年来，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买
主。于是，她打算换个方式，通过抽奖来寻找
买家。她给每张抽奖券定价2英镑，希望能
在半年内顺利售出50万张。

据汉密尔顿介绍，别看房屋外表古朴，但
内部装潢毫不落伍，兼顾舒适和美观，开放式
厨房和就餐区宽敞明亮，从客厅望出去，还能
看到美丽的花园。虽然关于抽奖的最终规则
尚未制定好，但汉密尔顿说：“这是一个机会，
让某人既能改变人生又无房贷负担。”

社 会 万 象

■我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2030年将达
16万亿元 到 2030 年，我国健康产业规模将
显著扩大，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 16 万亿
元。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 2017
年 5 月底，我国民营医院达到 1.7 万家，同比
增 加 1814 家 ，占 医 院 总 数 的 比 重 上 升 到
57.5％。

巫溪山地自行车赛 红池坝景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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