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 / 何佳玺

绿化市容

美术编辑 / 朱

2017 年 8 月 11 日

晔

星期五

14

上半年本市道路扬尘浓度下降9.2%
嘉定、青浦降幅最大

近日，上海市环境保护局通报了2017年上半年
扬尘在线监测数据， 从总体情况看，2017年上半年
全市扬尘监测数据较2016年下半年相比，四类扬尘
（即码头堆场、在建工程、混凝土搅拌站和道路）颗粒
浓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混凝土搅拌站扬尘
颗粒物浓度降幅最大，下降了17.7%；其次为在建工

程和道路扬尘，分别下降了9.3%和9.2%；码头堆场
降幅最小，仅下降了3.8%。
今年上半年，在各级相关部门的努力下，道路扬
尘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各区道路扬尘颗粒
物平均浓度为0.122-0.160毫克/立方米，其中，虹口
区最低。 与2016年下半年相比，14个区均有不同程
度的下降，其中嘉定和青浦两区降幅最大，分别为
24.0%和23.1%。
“夜间作
在扬尘治理推进过程中，虹口区推行
业、白天保洁”和以机械化保洁为主的保洁模式，重
点道路机扫和冲洗率达到100%； 嘉定区建立了扬
尘治理重点道路
“
一路一档”
“
一路一策”制度，根据
16条重点道路的车辆、人流以及道路两侧的门店情
况制定保洁方案；青浦区加强区级、街镇级扬尘防控
治理工作合力，明确工作责任和措施，切实开展对跨
区、跨街镇的重点道路实行同步治理、联合管控，形
成长效、常态机制，提高治理实效。

本市“环卫人·好人好事”征集活动圆满落幕
此前，本市道路保洁和垃圾清运行业开展了
“
环
卫人·好人好事”评选征集活动。各区迅速响应，广泛
宣传，积极征选和推荐好人好事。 目前，征集活动已
圆满落幕，共收到好人好事70余件。
在这其中，各区报送的事迹真实感人，如将捡到
的空白现金支票归还给失主的费学华； 帮助真光七
街坊居民扑灭大火的普环四分公司班组成员；照顾7
名独孤老人的道路保洁员周丽连；关爱敬老院近20
年的海鼎保洁分公司清洁班； 捡到弃婴及时送往派
出所的道路保洁员吴勋荣； 还有勤勤恳恳奉献环卫
二十载的
“
孺子牛”茅静忠，等等。
下阶段， 市市容环境质量监测中心将对推荐的
好人好事进行筛选审查，最终评选出事迹突出、意义
深刻的好人好事，并进行表彰宣传。 这些助人为乐、
拾金不昧、 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只是行业精神文明

建设中的一个缩影。 道路保洁和垃圾清运行业将不
断
“
选先树优”，通过宣传弘扬道德榜样的先进事迹，
传递社会正能量， 推动本市道路保洁和垃圾清运行
业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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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氏原螯虾
场。 它摄食范围非常广，素食包括水草、瓜皮、藻类
等，荤食有水生昆虫、动物尸体、软体动物等，食物
匮缺时，也会同类残杀。

来历

每到夏天，无论是露天夜市还是星级酒店，小
龙虾都是炙手可热的美食。 客人们争相抢食，大厨
们小心侍候。 到底小龙虾是何方神圣，值得如此追
捧？

本体
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红螯虾、淡水小龙
虾等等。此虾体长5-12厘米左右，体形较大呈圆筒
状，甲壳坚厚。 体色鲜艳，常见为红色、红棕色、酱
暗红色，两侧颜色偏淡，身上带有橘黄色或白色的
斑点和颗粒。 而幼虾体为均匀的灰色，有时具黑色
波纹。 须长且头胸甲稍侧扁。 胸部有步足5对，前3
对步足末端呈钳状，第一对尤其发达，称之为：螯
（通常也叫钳子），后2对步足末端呈爪状。 尾部发
达且具有5片强大的尾扇。
克氏原螯虾现已入侵了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
温度宜人之时，上海市区和郊区的小河、水池，即
便是水沟里也能够偶遇它们的身影。 作为重要的
经济虾类， 一些村镇有专门饲养克氏原螯虾的虾

关于克氏原螯虾是怎么来到中国的， 有好多
个版本， 甚至还有人爆出了克氏原螯虾与细菌战
的
“
黑历史”。的确，克氏原螯虾不是我国本土物种，
它原产美洲，最先引入其到亚洲的是日本，当时是
作为牛蛙饲料引进的。 最先把克氏原螯虾带入中
国的也是日本，虽然时间确实是在二战期间，但并
非用来参与细菌战， 当时日本人带它来中国是用
来改善自己伙食的。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直到八十
年代， 克氏原螯虾就在江苏地区默默繁衍并且有
了一定的种群规模，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
悄然走上各地餐桌，直到现在大红大紫。

利弊
一方面，作为经济虾类，克氏原螯虾在餐饮业
已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它还凭借鲜艳的
壳色进军了宠物行业。 另一方面，作为成功的入侵
物种， 克氏原螯虾不仅仅挤占本土水生动物的资
源，携带蠕虫和病原体，而且还能改变整个溪流、河
流和湖泊的水环境。 可能吃货和食客们看得它们
会欲罢不能，如果是在养虾场也就算了，要是在野
外遇见的话，一定不要心慈手软，请抓走它们，还水
域一个本来的面貌。 克氏原螯虾除了可以把我们
本地水域变得像养虾场一样，还会到处打洞，蛀毁
田堤、河堤，有道是：莫道虾小无大力，亦能翻江掀
巨澜。

上海共青森林公园
迈入水草收割2.0时代
近日，上海共青森林公园首
台全自动水草收割打捞船顺利
完成
“
首航”，这也代表着上海共
青森林公园正式结束了长达30
年的人工收割打捞水草模式，正
式进入机械作业新时代。
上海共青森林公园水网四
通八达， 水体总面积约15万平
方米， 水体景观是公园景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 对公园总体景
观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过去， 由于受制于公园河道的
宽度和曲折度， 以及园区桥梁
桥拱的高度， 市场上出售的最
小的水草收割打捞船亦无法适
用于公园河道。 因此，在每年春
夏时节， 公园一直采用人工的
方式对公园水草进行收割，不
但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即使高温也需要工人顶着烈日
作业， 而且作业时间长， 效率
低， 影响了公园水体景观的提
升和游船的安全。
今年，公园利用水环境整治
项目实施的契机， 通过创新设
计，推动公园水草收割机械化作
业。在参考了市场上主流水草收
割船的作业原理的基础上，公园
全程参与收割船的方案设计，并
结合公园实际情况，对水草收割
船的式样采取了个性化定制，以

适应公园水域作业特点。
经过改良后的收割船船身
狭长，便于船只在公园河道内腾
挪转移；可拆卸的顶棚设计方便
船只在公园绝大多数桥梁下穿
行；边收割水草边收集的一体化
作业设计加快了工作效率；可调
节的割草设备满足了公园各种
水体深度环境要求。 便捷的操
作、良好的可靠性、强大的适应
性、一体化的作业设计、大方的
外观，让收割船在公园水草收割
打捞作业中得以大显身手。小小
的创新设计，节省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不起眼的改动，背后却凝
结了大量智慧的汗水。 下一步，
上海共青森林公园将继续推动
科技创新、服务创新，全方位提
升为民服务的水平。

依托区域党建
打造“
温馨小筑”
虹口区广中路街道为环卫工人送清凉
今夏申城连日高温， 但仍
有很多环卫一线工作者在烈日
下辛勤工作，对于他们来说，能
在休息时间有个清凉的歇脚处
非常重要。 据了解，本市已设立
了3000余个“
爱心接力站”，为
环卫工人提供休息场所。 虹口
区广中路街道也主动跨前一
步，依托区域化党建单位力量，
为 高 温 作 业 人 员 打 造 了 15 家
“
温馨小筑”，传递夏日清凉。
正午， 蝉鸣阵阵， 烈日当
头。 位于广中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的
“
温馨小筑”迎来了第一批
客人， 五位环卫工人趁着休息
时间进来坐一坐， 吹吹空调擦
擦汗。 刚入行三年的环卫工人
崔志君表示， 他在清道班的主
要任务是扫马路， 这一工种一

天要在室外工作8个小时。 崔志
君表示，一般情况下，他会去超
市、便利店休息，如今街道也设
立了休息点， 而且解暑设备齐
全，这让他非常感动。
从事环卫行业20多年的石
启飞也感慨，今年天气特别热，
为了防晒， 环卫工人都要穿长
袖长裤，不一会儿就湿透了。 工
作之余能到“温馨小筑”坐坐，
喝水解暑，洗把脸凉爽一下，倍
感惬意。
虹口区广中路街道相关负
责人表示，打造
“
温馨小屋”，一
方面是对环卫工人等户外高温
作业人员坚守岗位、辛勤工作表
达敬意和感谢；另一方面也是为
了充分发挥区域化党建力量，体
现人文关怀，弘扬社区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