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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小事 不文明行为
欢迎@慈溪日报或在慈晓·慈圈发帖

微播报

■戎志虎 整理

“中秋”假期刚过，“国
庆”黄金周马上又要来了。近
年来，酷爱户外或者旅行的朋
友一定有很深的感触：露营火
了。在全国很多地方，露营
地、河湖边、公园里，各式帐
篷密密匝匝，有的露营地甚至
一席难求，市场规模猛增至百
亿元级别。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露营
者选择不具备基础条件的地点
露营，由于缺乏专业的规范引
导，产生了植被损伤、环境污
染、用火隐患等问题。

几乎有草地的地方
都“长满”帐篷

坎墩街道健康主题公园
位于浅水湾住宅小区南侧，紧
邻潮塘江，是城区周边比较
热门的网红露营地。“中秋”
假期，记者实地走访发现，
草坪上、河滩边帐篷、天幕
一 个 挨着一个，绵延数百
米，有的帐篷甚至直接扎在了

河道里。
记者走访森林公园、潮塘

江公园等多个绿地公园、露营
营地时看到，一些平整的草
地、河滩上，“长”满了各式
各样的帐篷，便携式桌椅是标
配，桌上摆满各种食物和酒水
饮料，有些还有烧烤架、炊
具。

“露营进入大众化时代，
仿佛一瞬间，每一块草地上都

‘长满’露营人。”一位业内人
士表示，如果说早些年是格子
野餐垫的天下，如今就是营地
帐篷的世界。

一些提供相关服务的露营
机构表示，假期出现了一席
难求的情况，预订营地的订
单已经排到数周后，“赏花+
露营”“戏水+露营”“烧烤+
露营”，名目各异，都受到热
捧。

市民胡先生年初就购置了
露营装备，每到周末、节假日
都会约几家人组队去户外露
营。“从一开始只是简单地摆
个椅子、小桌子喝茶，到后来
搭帐篷、带着炊具做饭，再到
现在在户外住一晚，露营方式
不断变化，装备购置也越来越
多。”胡先生说。

记者调查发现，近两年疫
情防控常态化，不少城市号召

“非必要不离市”，于是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在“家门口”露
营。不少露营者表示，露营过
程中更能体验到亲近自然、亲
朋好友其乐融融的感觉。

据相关网站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4年至 2020年，中国
露营营地市场规模从77.1亿元
增至 168 亿元，复合增长率
13.9%。2021年露营营地市场
规模快速增长，增长率达
78%，市场规模达 299亿元，
预计 2022 年市场规模将达
354.6亿元。有三成消费者在
露营装备上会花费 3000元至
5000元，有18.4%的消费者会
花费过万元。

破坏环境
存安全风险

朋友圈精致美好、高端大
气的露营照片背后，一些问题
值得关注。

不少专业露营爱好者表
示，突然遍地开花的露营带来
的最大影响是环境破坏、污染
问题突出。

据家住清水湾社区的居民
说，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坎墩
街道健康主题公园草坪、河滩
上都会挤满一顶顶帐篷，假期
结束游客散去，总会留下一地

垃圾，甚至还有露营者将各种
废水、残渣直接倒入河道。

多数人都是选择近水、草
地平整、植被较为茂盛的区域
露营。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
城市公园，部分植被损毁严
重，露营产生大量垃圾，有些
还直接污染水域。在惬意的露
营烧烤后，垃圾随处可见，烧
烤过的竹签、一次性餐盘等散
落一地。

一位露营爱好者告诉记
者，专业露营地各种配套设施
包括公共厕所、垃圾收集处理
比较完善，但现在很多人都是
在郊外随处找一块平整的草地
就扎上帐篷了，没有任何配套
设施，随手扔垃圾的现象比较
多。

此外，露营带来的安全风
险值得警惕。不少露营者喜欢
动用明火，烧烤甚至做饭，安
全隐患较大。一些公园、河滩
边，不少露营者支起烧烤架烤
串，现场烟熏火燎，会有火星
冒出。在柳絮飞扬或者秋冬干
燥的季节，一旦用火不当，极
易发生火情。

产业发展迅速
规范管理迫在眉睫
逐步大众化的露营带火

了相关产业。天眼查数据显
示，近5年来，我国露营相关企
业注册数量快速增长，其中
2020年新增 9100余家，2021年
新增2万余家。2022年以来，已
有超过 7000家露营相关企业成
立。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新兴业
态，露营行业问题也不少。网红
营地同质化严重、宣传图片和实
际严重不符等吐槽屡见不鲜。记
者随机采访露营者，不少人反映
环境和宣传相差太大，有的配套
差，体验不好。

露营满足了民众的休闲需
求，但下一步应该进行规范，引
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对缺乏资
质的经营性露营场所予以处理和
整改，加强对营地在设计、经营
上的规范，对破坏、污染环境等
行为加强监管。

相关业内人士表示，露营经
营场所应提升综合服务水平，同
时在保护公共资源的前提下，划
定可供露营的区域范围，适当收
费用于露营地维护和清洁。此
外，可以适度开放公园绿地等露
营空间，加强空间管理和维护工
作，建设相关基础设施和消防等
应急处置设施。同时要加大户外
环保意识的宣传，明确露营活动
的各类规则，培养与大自然和谐
相处的责任意识。

黄金周将至
露营火爆背后的隐患值得关注

喜迎二十大 全民来健身

■全媒体记者 袁哲侠

本报讯 自上周台风“梅
花”走后，这天气是一天天地
放晴。同时在冷空气的照应
下，晚上凉风阵阵，白天气温
也爬不上去。在经历了罕见的
酷暑热浪后，没有比这更好的
天气了。

据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
报，今天起至周日均为多云天
气。今天的预报气温在 19℃-
27℃。明天会有一股弱冷空气
南下，但好像也不会引起什么
波澜，明天的最高气温略有下
调，全天气温在 18℃-24℃。
不过周日又开始回升，预报为
19℃-26℃。

今天是传统二十四节气中
的秋分，天气转凉成为趋势。

秋分过后，太阳直射的位置移至
南半球，越往后北半球得到的太
阳辐射越少，而地面散失的热量
却较多，气温降低的速度明显加
快。所以农谚说，“一场秋雨一
场寒”。

对慈溪来说，炎热已经过
去，严寒还远没有到来。15℃-
25℃之间，正是人体体感最舒适
的气温。得益于冷空气羸弱，副
高消退，这一轮多云晴好天气预
计能保持一周。不过夜间已经有
了凉意，体弱人群还是要引起注
意。

中国天气网称，随着冷空气
一波波南下，我国的降温进程已
开始自北向南推进。这个周末，
最高气温30℃线退到江南中部一
带，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将秋意渐
显。而降水依然集中在西南地
区，华西秋雨雨势正酣。

天清气爽晴方好

“我早上就喝了半碗粥，
血糖就这么高了？”“血糖高的
时候就不要喝粥，阿婆，早上
记得也要吃干饭。”……21日
上午，周巷老人公寓的康养驿
站开了门。来这里坐诊的市第
三人民医院医生周栋芝细心叮
嘱每一位前来询医就诊的老
人。

身体健康，是晚年最大的
幸福。2020年5月，市卫生健
康局、市民政局、市老龄事业
发展基金会和市红十字会联合
在全市“有养无医”的养老机
构开展康养驿站建设。2021年
8月，全市 10家养老机构和 3
家康养联合体完成了康养驿站
建设，实现了全市养老机构医
养结合全覆盖。养老机构与属
地医院签订服务协议后，入住

养老机构的老年人享受到了专
业医疗团队送入机构、送到床
边的医疗健康一站式服务。其
中，周巷老人公寓是 2020年
开展试点的4家养老机构之一。

当天上午 9点，记者在康
养驿站看到，这里是一个前后
隔开的3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
像一个小型的诊所，前面是诊
疗区域，后面则放了一张检
查床和一些康复器械。白发
苍苍的老人挨个测量血糖、血
压。随后，医生再给出细致的
意见。

记者旁听了一会，发现医
嘱大多只是一些日常饮食上
的调整。周医生表示，这里的
住院老人年事较高，平均年龄
在87岁。康养驿站成立之初，
市三院曾专门做了一次调查，
排摸出住院老人的疾病结构。
其 中 ， 高 血 压 患 病 率 达
84.78%，糖尿病也有 30.43%。

“不过，检查出血压高的原
因，既可能是心脏有毛病，也
可能是其他器官衰竭导致。”
周医生说，如果是后者，就不
能一味地压低血压。干预手段
主要还是告诉老人家注意饮
食，尽量控制住病情，不至
于影响生活质量。

目前，周巷老人公寓有
60余位老人入住，当天来就
医的老人在 20多位，检查出
来大多基本正常，但有3位老
人血压严重偏高。医生一一记
录下来，准备通过院方通知家
属。据介绍，康养驿站平时提
供包括医疗保健、康复护理、
健康检查、营养指导、中医体
质辨识、临终关怀等医疗保健
服务；建立健康档案跟踪管理
和持续性指导，开通转诊绿色
通道，优先提供门急诊和住
院。2020年康养驿站建立之
初，就曾通过体检发现了一位

癌症病人。
记者留意到，不少老人

来到康养驿站时，随身带着
好几盒药。医生坐诊的大多
数时间，都在不厌其烦地讲解
如何吃药。市第三人民医院副
院长沙达冲介绍，其实老年
人群体错误用药并不鲜见。之
前的调查中就发现，这里的老
人对疾病的知晓率较低，控制
率极不理想，加上出行不便，
规范用药率很低。而且，规范
用药需要根据血压、血糖等情
况，由医生来及时调整。两
年来市三院医生团队每周上
门服务一次，这里的住院老
人基本养成了按时“问药”、

正确用药的好习惯。
“康养驿站开了两年，实实

在在地帮了我们的忙，家属放
心，我们也安心。”周巷老人公
寓杜院长笑着说，年龄一大，老
人就成了“老小孩”。平时养老
院工作人员监督老人正确用药、
合理饮食要“连哄带骗”，有时
家属说话都不太顶用。但老人们
特别肯听医生的话，“就像小孩
子特别听老师的话”。

年逾9旬的周老太，儿子在
市区一家医院工作。她告诉记
者，比起随儿子到城区就诊，她
更喜欢在养老院里“看医生”。
想必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医生，
给了她更多的安全感。

养老院里的贴心“家庭医生”
本报讯 “这里发生‘燃

气泄漏’，请立刻远离，请立
刻远离……”21 日上午，在
横河镇乌相路上，响起了警报
声，一辆辆消防车、抢修车陆
续赶到。身穿不同制服的工作
人员兵分多路，有的现场疏散
人群车辆拉起警戒线，有的提
着水龙头进行水雾稀释，还有
的拿着专业抢修工具前往阀室
检修。经过一个小时努力，

“泄漏故障”终于得到排除，
阀室也恢复了正常供气。

燃气输送关乎千家万户，
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
为有效遏制重特大燃气事故发
生，强化燃气事故应急救援工
作，提升各相关单位在突发事
故中快速反应与配合的能力，
当天，慈溪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联合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应
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横
河镇人民政府、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及市消防救援大队开
展燃气高压阀室泄漏事故应急
救援演练。

据了解，此次综合演练围
绕“横河镇乌相路燃气高压阀
室泄漏事故”展开，共设置了
事故接报警、应急响应、应急

启动、救援行动、事态控制、应
急恢复、应急关闭、信息发布 8
个演练科目。期间，各相关部门
紧密联系，一同参与应急抢险救
援行动，在经过检测浓度、查找
漏点、稀释浓度、管道检修等一
系列作业行动后，终于将阀室

“险情”消除，恢复了供气。
“城市燃气管网遍布整个行

政辖区，给人民生活提供便利、
环保、经济等诸多好处，但也存
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必须未雨绸
缪做好相应的安全工作及应急准
备。”工作人员表示，这次演练
模拟巡查人员发现警报后，立即
通知抢修队进行紧急抢修，由于
燃气泄漏量较大，为避免造成重
大事故，启动了公司综合应急预
案，开展了多部门联合抢险救援
任务。

“这次演练很好地提高了慈
溪华润燃气和各相关部门在燃
气管网突发重大险情时的应急
处置能力和相互配合能力。”华
润燃气宁波前湾区域公司副总
经理仇文敏表示，整场演练效
果比较好，但还是存在一些不
完善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总结评
估再完善，在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做好充分准备，做到有备无患，
必要时可减少人员伤亡及财产损
失。

燃气阀室突然“泄漏”
一群勇士入室“排险情”

慈晓客户端
“慈圈”圈友落花
听雨 （陈俊杰）：
祖孙乐。

（9 月 22 日 7
时45分）

慈晓客户端
“慈圈”圈友彼特
潘的姐姐：法制宣
传从娃娃抓起。

（9月21日16
时38分）

慈晓客户端
“慈圈”圈友舞动
的七月：又见翠鸟
梳理羽毛。

（9 月 22 日 7
时08分）

为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提高全民健身意识，9月16日上午，宗汉街道新华村组织150多名运动爱好者参加“喜迎二十大全民健身”活动，用全民打太极
的方式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通讯员 潘鑫程

■全媒体记者 杨贯
通讯员 韦颖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慈晓客户端
“慈圈”圈友心
怡：二胎的好处，
姐姐代替父母陪着
二宝玩。

（9月21日17
时20分）

■全媒体记者 杨贯
通讯员 邹建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