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上海新闻 2020 . 10 . 15 星 期 四

编 辑 张 勇 建 王 念 平

现有没有注意到：南京路步

行街东拓段没有垃圾桶？昨天，记

者随机在步行街采访了十多名游

客，有人听到记者提问才意识到：

哎呀，原来这一段步行街真的没

有垃圾桶！他们表示，虽然没有垃

圾桶可能会有些不便，但是为了

环境整洁，可以理解不设垃圾桶

的做法。

一位市民表示，已经注意到

这里没有垃圾桶，但是她有随身

携带塑料袋的习惯，如果要丢弃

垃圾时刚好找不到垃圾桶，会暂

时放在身边，等看到垃圾桶时再

丢弃。

两位接受采访的市民正在寻

找垃圾桶，要丢掉手里的一张纸

巾，当发现身边没有垃圾桶时，他

们说，“还好，包里正好有一个塑

料袋。如果真有垃圾要丢弃时，步

行范围内没有垃圾桶还是有些不

方便的。”

一些市民游客表示，视线范

围内看不到垃圾桶是有些不便。

当记者告知他们不设垃圾桶的目

的，以及垃圾桶就在江西中路或

者四川中路拐角时，他们表示，这

种做法的目的可以理解，如果垃

圾桶在步行两三分钟距离内可以

接受。

和平饭店外一家咖啡馆的一

名店员告诉记者，有时候也有游

客来询问垃圾桶的事，这时候他

们也会让游客把垃圾丢进店内的

垃圾桶内。

记者还注意到，相对于老的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距离短，且

以百货商场、饭店等业态居多，不

像老的步行街，聚集了第一食品、

南阳和泰康食品等企业，丢弃垃

圾的可能性较高。

那么，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东

拓段，万一要扔垃圾去哪里扔呢？

记者发现，与南京东路相交的四

川中路、江西中路拐角处设有垃

圾桶，一共 4个。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为何找

不到垃圾桶？黄浦区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东拓段

的主路不设垃圾桶是借鉴国外的

先进理念，在主要道路找不到垃

圾桶，希望市民逛街时尽量减少，

甚至不产生垃圾。当然，考虑到部

分市民的确有投放垃圾的需求，

在江西中路、四川中路挂角处设

置了垃圾桶，这两处地方原先是

没有垃圾桶的。

该负责人表示，相对于老的

南京路步行街有 1000 多米，东拓

段仅 495 米，相对而言，垃圾的产

生量、投放垃圾的需求要小一些，

这也是东拓段主路没有设置垃圾

桶的原因之一。此外，在主路设置

垃圾桶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景观

面貌，所以东拓段此次没有设施

垃圾桶。

负责南京东路区域保洁的上

海保谊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介绍，市民游客如果有扔

垃圾的需求，除了在支马路拐角

处找到垃圾桶之外，保洁员手中

也会备有便携式多功能袋，可以

把垃圾投放到这些袋子中。

保谊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包

括东拓段在内，整个步行街推行

精细化保洁，白天以机械保洁为

主，让市民游客看不到扫帚等传

统的保洁工具，“清晨五点多，环

卫工人上岗之后会用扫帚普扫，

白天以机械化保洁为主，同时保

洁员身上佩有镊子、抹布等小件

保洁工具，对地面缝隙、座椅等进

行擦拭保洁。”

如果遇到节假日大客流，保

洁人员会将废弃物投放车开上

街头，停靠在人流量大的地方，

供市民游客紧急投放使用，这种

车辆不仅可以投放干垃圾和可

回收物，还设有专门的烟蒂投放

口。

保洁员告诉记者，现在市民

游客的素质都很高，偶尔有零星

垃圾，不大有随地乱扔垃圾的情

况。

去年 5月，为培养市民“垃圾

随手带、垃圾不乱丢、垃圾定点

投”的习惯，当时的南京路步行街

垃圾桶从原先的 129 个减少到

66个，减少了 48.8%，随后又减少

了 20个，变成现在的 46个。

46 个是什么概念？当时，记

者从第一百货门前的第一个垃

圾桶开始，走了 28 步，“遇到”

第二个垃圾桶；又走了 38 步“遇

到”第三个垃圾桶；再走了 38 步

“遇到”第四个垃圾桶。后面的

垃圾桶，每隔三四十步就会有一

个。这些垃圾桶都设置在步行街

中间的休息区，当人们坐在长椅

上边聊天边吃东西时，扔垃圾很

方便。

一年多过去，记者昨天再次

走了一段老的步行街，基本没有

发现随地乱扔的垃圾。环卫公司

介绍，原来 129 个垃圾桶，每天巡

回保洁 4次，总的次数是 516 次，

现在 46 个，每天巡回保洁 8次，

总的是 368 次，保洁次数反而变

少了。

咦？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不设垃圾桶
参考国际经验促进垃圾减量，确保景观效果 市民游客表示理解，扔垃圾可到支马路

晨报记者 郁文艳 何雅君 实习生 侯云飞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正式对外开放已有一个多月，你有没有注意到：东拓段的主马路找不到垃圾

桶？ 对此，黄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表示，这种做法是参考国际经验，旨在促进垃圾减量，培养市民游

客减少垃圾产生、不乱扔垃圾的文明习惯，同时也确保了东拓段的景观面貌。 市民游客如果确需投放

垃圾，可以去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的支马路。

晨报记者 徐妍斐

说好本周后半周天气要有变

化，这不，昨天夜间转多云到阴，有

短时小雨。这就说明此前在北方披

靡南下的冷空气，终于要抵达上海

了。

虽然抵达已经变成了弱冷空

气，但还是会给上海带来一些天气

变化。首先是大家一段时间来非常

享受的“水晶天”可能要告一段落

了。而未来一周，本市弱雨水频率

增多，气温也将上弹下跳。

这些天来，上海一直是碧蓝的

天空和洁白的云朵，无论作为“背

景”还是“主角”都能拍出美美的

照片。已经数不清这是入秋以来第

几个这么好的天气了。

不过气象部门已经预告，随着

冷空气继续南下，本市今天多云到

阴有短时小雨，傍晚开始雨势明显

起来，转为阴有小雨的天气，雨量不

大。今天气温也会略有下降，全天气

温在 19-22℃，东北风 3-4 级，提
醒大家备好雨具，及时添衣。

周五的最高气温会在近期天气

里“砸一个小坑”：周五白天继续小

雨的天气，在阴雨打压下，气温继续

下滑，最高气温仅 20℃。到了双休
日，最高气温虽然起来了一点，但最

低气温进一步降到 16℃左右。
上海中心气象台预计，周六开

始至下周中，云系偏多，阴到多云为

主，弱降水频率较高，时有小雨来

扰。下周四开始转为多云天气为主，

气温也是略有起伏，最高气温

20-22℃，最低气温在 15-19℃之
间浮动。

记者 钟晖

晨报讯 记者昨天从建设方获

悉，苏州河上的桥梁家族将要新添

的一位“新丁”———昌平路桥，近日

顺利完成西岸沥青下面层施工，正

向竣工通车发起最后冲刺。这座新

桥今年年底通车后，前方一箭之遥

处就是上海火车站区域，市民前往

多了一条捷径。

这座新桥位于恒丰路桥与普济

路桥之间，桥面已建成，正在进行与

桥面接壤的两岸道路的施工。桥西

岸的原有道路，与桥面存在高差。为

此，西岸道路已经实施填土抬高。

为确保道路路面沥青与基层的

更良好的结合，在沥青摊铺实施前，

建设者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使得沥

青铺筑取得理想的效果。

目前，桥面设施已经到位，路灯

高高矗立，两旁的非机动车道也已

经建成。“昌平路桥一旦建成开放，

桥面两侧可以通行自行车，还有人

行道，方便周边居民来往与苏州河

两岸，大家再也不必绕到相邻的桥

上去了。”项目经理纪宁如是说。

“我盼望昌平路桥早日建成通

车，到时我到上海火车站就可以直

线到达，再也不必绕道了。”家住昌

平路 363弄的一位老伯表示。

昌平路桥西起昌平路 - 江宁

路路口，东至恒通路 - 恒丰路路

口。桥跨径为 59.86 米，河中不设

墩，桥梁一跨过河，可分解相邻的长

寿路桥、恒丰路桥的密集车流，苏州

河两岸通行会更加方便，而周边行

人也能直线通过苏州河，避免绕路

奔波之苦。

游客也可以把垃圾投放入保洁员手中的蓝色桶内 /?报记者 何雅君 实习生 侯云飞

● 冷空气抵达暂别碧空晴日
申城未来一周弱雨水增多

再来关心一下今年第 16 号台

风“浪卡”。 目前“浪卡”位于北部湾

西部海面， 距离越南清化市东偏南

方向约 80 公里， 级别为 “热带风

暴”。 预计其将以每小时 15-20 公

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变

化不大。

气象部门昨天透露，“浪卡”追

风试验———国内首次针对台风的地

海空天多平台协同观测取得成功。

10 月 12-14 ?，中国气象局上

海台风研究所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专项 “近海台风立体协同观测科

学试验” 和亚太台风委员会国际合

作项目 (EXOTICCA)，联合海南省

气象局和香港天文台等， 组织多家

单位的多种观测平台在南海中北部

（琼海附近）海域，对今年第 16 号台

风“浪卡”实施国内首次多平台协同

的台风观测科学试验，并取得成功。

试验中， 无人艇成功获取了台风过

境前后近海海-气界面的风温压湿

及海水温度和盐度的完整观测资

料。

针对同一个台风， 利用包括卫

星、火箭弹、多款（有人和无人 ）飞

机、 无人艇和追风车等多观测平台

进行地海空天一体化协同观测，这

在我国尚属首次。

可以预期， 未来随着我国台风

多平台协同观测机制的建立和完

善， 将能为我国乃至亚太各国防台

减灾提供更好的一手直接观测数据

支撑。

■拓展报道

上海台风研究所

完成国内首次对台风多平台协同观测

苏州河新建昌平路桥年底通车
到上海火车站多了一条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