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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中大熊猫

中华秋沙鸭
又来重庆过冬啦

该鸟性机警、喜欢安静
市民观赏时最好不要大声喧哗

备受市民欢迎的候鸟红嘴鸥正陆续撤退，
但 热 闹 的 重 庆 ，近 期 又 迎 来 了“ 鸟 中 大 熊
猫”——中华秋沙鸭过冬！它们的身影，已出
现在江津区西湖镇綦河河畔，
很快也将会出现
在主城的长江、嘉陵江等地。

中华秋沙鸭每年来重庆越冬
据了解，
中华秋沙鸭是一种分布局限于东
亚的珍稀鸟类，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便已成为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在 2020 年被列为全球
濒 危 物 种 ，全 球 数 量 成 熟 个 体 仅 有 2400—
4500 只。
说起中华秋沙鸭和重庆的渊源，还要从 8
年前说起。据有 15 年观鸟经验、重庆观鸟会
会长危骞介绍，2012 年冬季，他们首次在江津
区西湖镇綦河支流，记录到了中华秋沙鸭的身

影。
中华秋沙鸭为何被誉为
“鸟中大熊猫”
？
“第一，因为它的种群数量比较少，
属于濒
危物种，就和大熊猫一样。第二，其雄鸟在毛
色上为黑白相间，
外形上有着大熊猫标志性的
黑白。
”危骞说，中华秋沙鸭对繁殖环境要求比
较高，
适应能力较差，
分布狭窄，这一系列因素
导致其越发珍贵。
“它们一般只出现在原生河流、河道，水流
比较湍急，鱼类较为丰富的区域。像重庆的江
津綦河，
主城区域长江、嘉陵江一带，都观测到
过它们的身影。”
危骞说。
“中华秋沙鸭每年都是差不多这段时间出
现在重庆。”
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重庆
动物学会理事长王志坚表示，每年，我市将迎

中华秋沙鸭

来大概 30 只左右的中华秋沙鸭越冬，数量上
有轻微浮动，
它们会在重庆待到来年的三四月
份才离开。
“候鸟迁徙轨迹固定方向不会变，它们在
迁徙过程中，会选择一些环境好、食物充足的
地方停留。”
王志坚说，
重庆部分区域刚好符合
它们停留越冬的需求，
于是每年都会来一些。

请携带望远镜观鸟，不要喧哗
如何观鸟？危骞介绍，
中华秋沙鸭和红嘴
鸥不同，红嘴鸥不太怕人，但中华秋沙鸭则性
机警，稍有惊动就会保持警觉，随即起飞或游
至隐蔽处。
“市民观鸟时，
可选择用望远镜，安静的欣

十余项活动拉开第十一届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大幕

三峡库区景点推出系列优惠邀你游三峡

赏。最好不要大声喧哗，
更不要扔石子等干扰
它们，
给它们创造一个自然安静的环境即可。”
危骞说。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客人”，给它们营
造一个安全舒适的过冬环境，我市每年都会
出台一些相关规定，并开展一些相关活动。
“例如江津地区，每年都会投入人力、物力，
在中华秋沙鸭出没地带，进行巡防保护。对
于一些妨碍到它们的违章建筑，也会进行拆
除。”危骞说，另外，观鸟会以及相关志愿者，
也会组织各类的进社区活动，向居民宣讲相
关知识，提高居民保护它们的意识。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范圣卿
受访者供图

毕业于播音主持专业
90 后小姐姐当公墓管理员

包括万州大瀑布、奇芳花谷、梁平观音
洞、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奉节天坑地缝
等在内的三峡库区景点推出系列打折门票，
邀请全国游客看新三峡的风光。
昨天，包括第三届世界大河歌会、渝鄂
轮值主席会议等在内的十余项活动共同拉
开了第十一届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的
大幕。
参赛选手李静在比赛中。
上游新闻记者 李斌 摄

6 条主题线路让你尽享三峡风光
三峡的山，重峦叠嶂、连绵起伏、水光山
色；三峡的水，动静相杂、色彩各异、相映成
趣；三峡的峡，高峻陡峭、雄奇险拔、清幽秀
丽。三峡留下了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
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等千古绝唱。三峡是世界上最雄奇最壮美的
大峡谷，也是中国最早推向世界的旅游名片
之一。
在本届旅游节期间，组委会推出了包括
畅游三峡·平湖欢快之旅、畅游三峡·品诗寻
景之旅、畅游三峡·库心盆景之旅、畅游三峡·
田园民宿之旅、畅游三峡·生态康养之旅、畅
游三峡·扬帆起航之旅在内的 6 条重点主题
线路，
让游客们可以从江上、山中、田园里、峡
谷中尽享三峡风光。
同时，为配合第十一届中国长江三峡国
际旅游节活动，景区、游轮等企业也纷纷配套
出台惠民消费政策。
比如：万州大瀑布、西游洞、奇芳花谷等
景区门票五折优惠；梁平观音洞、寿海、竹海
之门三个景点原价 100 元、优惠价 50 元，滑
石古寨景区原价 40 元、优惠价 20 元，套票原
价 98 元、优惠价 68 元；奉节白帝城·瞿塘峡
景区原价 100 元、优惠价 60 元，天坑地缝景
区原价 45 元、优惠价 30 元，三峡之巅景区门
票全免。
而游览三峡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乘坐三峡
游轮沿江而下一览两岸风光。在本届旅游节
期间，三峡游轮神女 1 号，2 月 12 日重庆至宜
昌（初一）1999 元立减 500 元（1499 元）；2 月
15 日宜昌至重庆（初四）1799 元立减 500 元
（1299 元）。神女 2 号，2 月 13 日重庆至宜昌
（初二）2199 元立减 500 元（1699 元）；2 月 16
日 宜 昌 至 重 庆（初 五）1999 元 立 减 500 元
（1499 元）。冠达世纪游轮针对提前预定的

万州大瀑布
游 客 给 出 优 惠 ，提 前 10 天 报 名 现 金 直 减
300—500 元/人；针对 12 岁以下不占床位儿
童优惠，如 2 名成人带 1 名不占床位儿童，免
此儿童船票。

200 元。
同时，
还将组织
“三峡最美游客”评选，
对
旅游节期间来到三峡旅游，
并转发带有
“诗画
三峡”抖音话题视频的前 1000 名游客，将获
评“三峡最美游客”称号，领取价值 200 元的
邀全国游客拍摄魅力三峡新景色
“三峡好礼”
大礼包一份。
在旅游节期间，活动主办方将邀请全国
旅游节期间，主办方还将通过举办长江
游客参加“大美万州·诗画三峡”抖音短视频
三峡区域旅游合作渝鄂轮值主席会议、长江
大赛。征集围绕长江三峡景区景点、地域文
三峡旅游发展论坛暨企业家座谈会、世界大
化、民俗风貌、城市形象等方面，能够彰显三
河歌会等重要活动，深化文化旅游交流合作，
峡之美的抖音短视频，
包括但不限于晒风景、
向世界推广长江三峡旅游品牌和大河歌会文
晒人文、晒活动、晒产品和晒美食。
化品牌，
充分展示长江三峡文化旅游形象，
让
活动时间是 2020 年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三峡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三峡。
20 日。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参赛者通过自己
同时，
“ 三峡好礼”旅游商品暨非遗产品
的抖音号发布参赛视频，发布时需添加抖音
交易大会、冬季横渡长江游泳邀请赛、三峡美
话题#诗画三峡#，并@“大美万州诗画三峡”
食节暨万州烤鱼节等活动，融合旅游、文化、
官方抖音号。
体育、商业等多种元素，结合线上宣传、线下
组委会将对征集的抖音短视频进行评
推广等渠道，全方位展示三峡神奇的自然风
比，按照视频质量和转发量、点赞量、浏览量
光之美、多彩的民俗风情之美、丰富的特色风
等数据，综合评选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5
物之美、厚重的人文风韵之美，
既充分体现了
名、三等奖 10 名、优秀奖 100 名，并颁发证书
独特的长江三峡旅游资源，也充分彰显了文
和奖金。其中一等奖奖金 5000 元，二等奖奖
商体旅融合发展的格局。
金 2000 元，三等奖奖金 1000 元，优秀奖奖金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晟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翔）
“殡葬行业没有大家想象的恐怖，反而很崇
高！”昨天，第十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重庆选拔赛正式开赛，竞赛项目为公墓管理
员。从参赛的 60 多名选手年龄构成来看，90
后打上了主力，占比超 6 成，其中以女性居多。
根据竞赛结果，将择优推荐人员参加第十届全
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当日上午，竞赛来到实操环节，具体内容包
括接待洽谈、寄存保管、祭奠服务、维护管理。
25岁的游璐在考核的服务过程中，
一口标准
的普通话引起了评委们的注意。从业3年的她在
仪态、
与家属沟通中体现出了较高的专业水平。
“我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选择做这一行也
有特殊原因。”游璐说，3 年前因为家人去世，让
刚大学毕业的她体会到这个行业的重要性。在
她看来，
“ 有人迎接生命，也有人送别生命。殡
葬行业没有阴森恐怖，
反而是崇高的！”
女生干殡葬，家人支持吗？游璐说，自己和
男朋友都干殡葬行业，家人们也都理解支持。
“现在殡葬已经是热门行业！”游璐说，自己认识
的同行中，基本都是 90 后打主力，现在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愿意投入到殡葬事业中来。
李静是科班出身，毕业于重庆城市管理职
业学院殡葬专业。在她看来，此次考核的内容
非常全面、专业要求高，这说明殡葬行业的确需
要复合型人才。李静说，包括她在内，不少人选
择读殡葬专业、走进殡葬行业都是冲着好就
业。现在全国开设殡葬专业的院校也就几个，
所以学生的就业基本是不愁的。
据悉，本次竞赛以聚焦“节地生态，慎终追
远”为主题，以世界技能大赛规则为引领，考核
选手的综合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为国家选拔
具有较高水平的公墓管理高技能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