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记者郁文艳报道 为

配合各地政府落实疫情防控常

态化措施，避免重复购票退票

给旅客带来不便，自发售2021

年 2 月 12 日（正月初一）车票

起，铁路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

天，即1月 29日起售 2021年

2月 12 日（正月初一）车票。1

月14日至1月28日，只发售2

月11日（除夕）及以前的车票。

自 1 月 14 日起，旅客因

行程改变需退票的，免收退票

费的时间期限由原规定的开车

前 15 天以上同比例调整为开

车前 8天（含当日）以上；7天

及以内退票的，仍按 48 小时

以上、48~24 小时、24 小时以

内梯次退票收费规定执行；办

理改签和变更到站业务时，仍

不收取改签费用；其他情况仍

按原规定执行。

如遇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旅

客出行需要办理退票的，铁路

部门将及时公告相应退票措

施。

记者 徐妍斐

?报讯 昨天上海强势回暖，

早间市区徐家汇 2.9℃，白天最高
气温更是达到了 14.8℃。这波回
暖还将持续 2 天，15 日会出现本

次回暖的极端最高气温：18℃。随
着新一波强冷空气的到来，周六上

海的最高气温将跌至 6℃，周日及
下周一最低气温甚至要重回冰点

及冰点以下。

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接下来

几天，将有两股冷空影响我国：13

日 -14 日及 15 日 -18 日。13 日

-14 日冷空气不算强，主要影响

华北、东北地区，这一带会出现

4-6℃降温，局地可达 8℃以上。
15 日 -18 日，一股实力更强、影

响范围更广的冷空气将“登场”。

西北及中东部大部地区普遍有大

风降温天气。由于前期各地回暖明

显，降温幅度也会较大。黄淮到江

南一带最高气温都会从 15℃左右
甚至接近 20℃的水平直接降回到
个位数。

上海中心气象台预计，相比周

五，周六最高气温“陡降”12℃，
周日气温继续下滑，最低气温降至

冰点以下。本次冷空气过程的极端

最低气温，将会出现在下周一早

晨，市区在零下 2℃左右，郊区更
低。届时，风力也会明显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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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

议举行。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

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深入

贯彻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

按照中央和市委部署要求，为

全市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

新奇迹提供强大思想保证、舆论

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

会议指出，今年全市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要立足上海作为

党的诞生地的特殊重要地位，

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把庆祝建党百年

宣传教育作为贯穿全年的主

线，把握开启新征程、开创新局

面的主基调，聚焦上海加快打

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

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唱

响共产党好的主旋律，取得社

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

新突破。要不断深化理论武装、

理论普及和理论研究工作，推

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

实。要突出伟大成就、思想内

涵、上海特点，做好建党百年宣

传教育，有效协同宣传举措，大

力营造共享伟大荣光、共铸复

兴伟业的浓厚氛围。

会议要求，要壮大主流舆

论，着力做大正面宣传、做强舆

论引导、做优对外宣传。要强化

价值引领，着眼育新人、创新

绩、树新风。要打响上海文化品

牌，实现文化原创力、竞争力、

服务力和革新力的新突破。要

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宣传思想

文化战线党的建设高质量发

展，抓好政治机关建设、党风廉

政建设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

慧琳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徐泽洲、副市长陈

通、市政协副主席方惠萍出席。

上海市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会议举行

取一杯封盖表层为纸张、底层有薄膜防水层

的奶茶，记者在插入吸管的时候，并没有用到特

别的技巧。

首先插入的是可降解吸管，比较出乎意料的

是没有一次性成功，而是两三下后才成功插入。

纸吸管中却有不少是一次成功的。总体来说，所

有吸管均在三次之内就可穿过封盖，没有出现斜

头软折的情况。

纸吸管较难打开杯盖的印象，或许来源于许

多人认为纸吸管比塑料吸管软。然而，有网友认

为这可能是误解，真正的原因是两者斜头的形状

不同，导致塑料吸管有“尖”而纸吸管没有。纸吸

管易变形的特点，使生产商在制作斜头时不能剪

而只能切。记者对比了手上的纸吸管和可降解吸

管，发现果然如此。

还有一些完全为塑料材质的封盖，被认为使

用纸吸管较难打开。对此，蜜雪冰城官方号曾出

过一个简单的教程，教大家用手指封住吸管上端

后再戳会更容易打开。

将珍珠加料奶茶在微波炉中加热至比较烫

手的温度后，将所有吸管放入。

放置 2小时后，纸吸管底部普遍出现变软

情况，部分吸管软化程度较为明显，但并没有出

现变形的情况。可降解吸管则没有变

化。

放置 8 小时后，所

有纸吸管均未出

现散体、泡烂的情

况，握住两头轻掰

时，均在干湿分离

处 出 现 断 折 。

COCO 白色吸管

相对坚挺。可降解

吸管无变化。

对于一杯有“内容”的饮料，频繁的搅动对

纸吸管的使用有影响吗？

新吸管刚放入热饮搅拌后，下端管口比较坚

挺。

放置 1 小时，期间频繁搅拌、触底后，下端

管口出现软化趋势。

放置 2 小时，期间频繁搅拌、触底后，下端

管口软化趋势加强。

不过，只是这种程度的软化，并不会影响纸

吸管的正常使用。

“温和”的实验后，相对“暴力”的要来了。

一根新的纸吸管要怎样才会烂？放置 1 小

时还是 3小时呢？

在两次尝试中，记者拿着硬硬的纸吸管对着

杯底猛捣，其中一根管身出现弯折是在 80 多下

时，另一次则是出现在 170 下左右时，具有一定

的随机性，但都算相当坚挺了。

放置 1小时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仅剁底 10

下左右，管身就出现了弯折。

放置 3小时后，只剁底一下就弯折了。

实践证明，吸管在饮品中泡的时间长短对其

软硬度影响极大。

再来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咬吸管”环节了，

再坚挺的纸吸管也不会比牙齿更厉害。

纸吸管初咬时较易复原，不影响使用；咬了

多次后，吸管可复原几率降低；管口彻底湿润变

形后，小料堵管难以再吸上来。

记者还同时“蹂躏”了纸吸管和可降解吸管

的吸口端。1分多钟后，纸吸管管口变形、纸卷脱

了，可降解吸管影响小。

限塑令下环保吸管替代塑料吸管

纸吸管为何频频被吐槽
?报记者 徐妍斐

限塑令下， 市面上的普通塑料吸管换成了环

保吸管，其中纸吸管占了“大头”。对于纸吸管的吐

槽也随之而来：戳不开杯盖、管口咬变形了、泡烂

了、软化断裂吸不上小料……

纸吸管的体验到底怎么样？ 在什么样的情况

下纸吸管更容易损坏？ 记者做了一番小实验，在

水果茶、 奶盖茶和珍珠加料奶茶等不同饮品中，

或“温柔”或“暴力”地对待纸吸管，和大家一起直

观地看一看“纸吸管是如何崩坏”的过程。

参与本次实验的吸管来自喜茶、奈雪的茶、乐

乐茶、COCO、一点点、7 ?甜、矿区茶语等品牌，

其中既有纸吸管， 也有材质手感上和普通吸管更

相似的可降解吸管。

从外观来看，除 COCO 使用的是白色纸吸管

外，其余纸吸管均为木色。各纸吸管的粗细、长度、

厚度都很相似，掐捏管身时的手感也比较相似。让

人意外的是，在使用前，纸吸管的硬度普遍超过了

可降解吸管。

开盖实验 1

?置实验 2

?拌实验 3

?底实验 4

?吸管实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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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再迎寒潮
周五冲 18℃，周六仅 6℃，周日再触冰点

火车票预售期

缩短至 15天

昨天明显回暖，市民将厚厚的外套拿在手中。 /晨报首席记者 任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