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续为申城的“ 7+1”长假奉献晴到
多云的“ 五星级”出游模式，天空显然也
有些疲惫，昨天的空气状况并不令人满
意，天空卖“ 蒙”的直接视觉感官是申城
似乎该好好洗个澡了。好在午后局部地区
零星的小雨适当地化解了浓浓“ 蒙”意，
今天重新以晴好天为长假作收尾。而本月
首个工作日则以多云为主，气温基本不
变，维系在18至25!间。

受弱冷空气扩散南下影响，其实本市从
前天晚上开始就“ 切换”到了卖“ 蒙”模式，
而昨天一早雾蒙蒙的感觉相较前天有国之而
无不及，不少外地旅游回家的市民也在感叹

“ 上海天空多日不见怎落得如此‘ 下场’？”
确实昨天本市空气污染相比长假前期严重了
些，加上昨天风力本来就小，哪怕是轻微雾霾
也是赶了一整天也没有完全赶掉。

昨天午后申城突然“ 变脸”，小雨时
不时飘落，给连续晴好干燥的申城带来些
许滋润。经过午后局地阵雨的一番“ 折
腾”，天空中的雾霾有所改善，蓝天白云重

现视野。
由于前夜云系较多，辐射降温不明

显 ， 昨 天 凌 晨 本 市 的 最 低 温 普 遍 在
19-21!之间，较前几日偏高，其中徐家汇
为20.5!。此外昨天申城最高温止步于
25.6!，最近一贯的昼夜温差大在昨天体
现得并不明显。

不管大家是有多舍不得，长假最后一
天已在眼前，好消息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给回程的朋友“ 护航”。今天气温仍与昨
天相仿，也将继续呈现昼暖夜凉的天气特
点，气象部门预计最高温在25!左右，最
低温在19!上下。

到了节后首个工作日，申城整体的天
空依然和长假相似，整体简单易懂。下周
本市天气仍以阴或多云为主，气温方面的
表现则更加平稳，最高温维持在25!附
近，最低温在18-20!。不过市民仍需注意
申城入秋后近期空气依然较为干燥，火险
等级属于较高的易燃级别，需注意补水及
用火用电安全。 记者 俞韡岭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8天长假临近尾
声，上海天气忽然“ 变脸”。秋高气爽不
再，受雾霾影响，昨天申城保持着灰蒙蒙
的“ 脸色”。PM2.5浓度首次飙升至紫色，
再创数据发布以来的新高。

昨日上午9时上海实时空气质量，除
青浦淀山湖对照点外的9个国控点PM2.5
日均浓度中，有7个显示为紫色，代表“ 重
度污染”。昨日18点，仍有5个紫色污染。这
是今年6月底本市正式公布PM2.5浓度值
以来，首次出现紫色指标。

截至昨日17时，全市PM2.5平均小时
浓度为149.0微克/立方米，几乎达75微克/
立方米限值的两倍之多。其中5个监测站
点浓度值超过150微克/立方米。

原本舒爽的天气缘何突然转为“ 紫色
污染”？专家指出，“ 逆温现象”是此次沪
上创下公布数据以来污染记录的“ 元凶”。

专家介绍说，一般情况下，在低层大

气中，通常气温是随高度的增加而降低
的。但有时在某些层次，气温可能随高度
的增加而升高，出现相反的情况，这称为
逆温现象。

逆温的出现不利于空气的上升运动，
污染物就会长期停留在原处，进而造成污
染。这时大气层“ 头轻脚重”，非常稳定。逆
温层就像个大锅盖盖在大气层上面，使低
层的水汽和污染物无法向太空扩散出去，
十分有利于雾的形成和污染物的积聚。

专家分析，由于昨天较小风力和静稳
天气的影响，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再加上
逆温现象，上海就如同被一个大锅盖捂
住，脏空气进入之后很难流出，形成了区
域性雾霾。

按照往年数据，秋冬季节是上海空气
污染频率出现最多的时候，因此，市民应
多关注空气质量日报和预报，避免受空气
污染影响。

昨日申城重度污染 PM2.5首次飙紫
专家：“ 逆温现象”是元凶

今晴好天为长假收尾 节后工作日多云为主

》第一现场

走失七天 八旬老人终于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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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鈜 有媒体报道称，
10月5日中午，一乘客在上海地铁1号线上
发现手臂有破皮，怀疑是遭针扎，并立即
报警，而相关的微博也在网上被广为流
传。记者昨天向轨道警方等多方核实后了
解到，5日确有一名乘客因怀疑在搭乘地
铁过程中被针扎而报案，但截至目前，警
方调取其经过的所有车站监控后，暂未发
现有针刺情节。警方下一步将调取其乘坐
的列车车厢监控进一步调查。

记者从轨交运营方处了解到，5日中
午时分，该乘客先后搭乘11号线换2号线
到达人民广场站，并在该站内换乘1号线。

随后，该乘客发现自己手臂处有一处破
皮，为保险起见，即乘车返回人民广场站，
并向站内警务站民警报案。

据轨交警方透露，该乘客为在上海高
校就读的研究生。报案时他表示自己是被
针扎伤，但无法确定是何时、何地被扎；警
方表示，接到报案后，已经将其从11号线
到1号线经过的沿途车站所有监控全部调
取，但均没有发现有针刺的情节。

据了解，该乘客下一步将自行至疾控
中心做进一步检验；警方则将进一步调取
其乘坐的列车车厢的所有监控继续进行
调查。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当玛丽莲·梦
露在那里搔首弄姿，当猫王唱起经典歌
目，当迈克·杰克逊再次舞起太空步，当惠
特妮·休斯顿在阳台上一展歌喉⋯⋯日
前，这些“ 四大巨星”的模仿秀现身花木
兰锦绣路口的香梅花园FINE展示厅，吸引
了不少居民的围观。

当音乐声响起，在达人秀里曾有过精
彩表演的“ 猫王”穿着一袭敞胸外套，激情
现身。在欢呼声中，“ 猫王”连唱三曲，再现
猫王风采。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周胜洁 这个国庆
长假熊先生一家几乎在焦虑中度过。刚从
江西老家将80高龄的老父接来上海，国庆
节前老父却走失了。一家人焦急寻找七天
后，终于于昨日早上在闵行关港码头派出
所内寻回了老父亲。

在走失的这段时间内，熊老伯遇到不
少好心人，有人给饭吃，有人给钱买水喝，
还有热心资助被子和衣服的好心人，“ 若
没有这些好人的无偿帮助，我父亲估计很
难熬过这段日子，真的十分感谢。”熊先
生动情地说。

上月底走失 家人通宵寻找未果
熊先生在上海工作了近20年，趁着国

庆，他将八十高龄的老父从江西老家接来
上海，一来想让父亲看看上海，二来为父
亲有残疾的左小腿动个手术。上月23日熊
老伯才到上海，29日他便在长风公园附近
走失了。熊先生说：“ 那天早上六点左右
父亲出门，穿着衬衫深裤子和拖鞋去公园
锻炼身体，而后就没了消息。我们查遍了
公园和附近派出所的监控录像，附近派出
所有录像显示父亲到了长宁区，而后也不
知去往哪里。”

熊先生和哥哥等几家人出动了近10名
亲戚通宵寻找，“ 光是看监控录像就看了两
个通宵，公园内外更是走了不知几遍，老人
身上分文未带，让我们实在很焦急。”熊先
生甚至还在移动电视上投放了寻人广告，

“ 只要是可行的办法我们都试了，父亲一辈
子都没出过远门，一旦迷路还真不知如何
是好。”熊先生焦急地感叹。

在不断寻找中熬了七天，直到昨天上
午10点，家人接到上海港公安局关港码头
派出所电话说老人找到了，大家才从绝望
中解脱，熊先生的大哥将老人接回了位于
普陀区的家。

门卫报警 派出所3小时找到家人
昨日下午，记者跟随熊先生和他老父

亲来到位于闵行龙吴路上的派出所，詹所
长回忆说早上七点半接到报警，便出警将
老人领到派出所，“ 老人脸上黑黑的，穿着
橘黄色有反光条的工地衣服，一双黑色旧
皮鞋，还有一床被子，一小麻袋里放着烂
水果和水。我们给他吃了月饼和水，老人
几口就将月饼‘ 消灭’了。”

因为熊老伯讲的江西方言没人听得
懂，也说不清儿子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民
警最后通过老人的名字和老家江西上高
县两个线索，找到老人的老乡，辗转才联
系上老伯的家人。“ 我们连续问了两个多
小时，若再不行只能走救助站通道了，还
好最后顺利联系上了，找到了就好。”詹所
长感叹道。

而报警的好心人徐师傅是龙吴路上
一家蔬果批发市场的门卫组长，前来道谢
的熊先生拿出几百元想要酬谢徐师傅，被
徐师傅连连摆手退了回来。

八十高龄的熊老伯背微驼，七天的流
浪使得他瘦得皮包骨头，但精神尚可。他指
着一条用绿色麻袋包裹的被子告诉记者，
这是好心人资助的，“ 那天很冷，我路过一
个工地，有个年轻的工人发现我后，请我吃
了顿饭，有鱼有肉还有一大碗白米饭，晚上
让我睡了一觉后第二天给了我这条被
子。”记者摸了摸被子，棉絮填充的被子不
是很厚，但足以使老伯熬过初秋的夜晚。

熊先生也表示，他不担心老父亲的吃
饭问题，只担心晚上冷暖，“ 父亲在老家务
农一辈子，野外生存能力不错，就是年纪
大了挨不了冻，这条被子太重要了。”

此外，熊老伯身上的工人衣服，脚上
的旧皮鞋都是好心人给的，熊先生本想当
面感谢给予父亲被子的好心工人，但因为
熊老伯刚到上海不认识路，根本说不清具
体方向，熊先生只能作罢。不过他想通过
本报向那些给予他父亲帮助的人真诚地
说一声“ 谢谢”，“ 如果没有这些热心人的
帮助，我父亲估计很难熬过这段日子。真
的十分感谢。”

轨交乘客报案称疑似遭扎针
警方表示，暂未发现针刺情节

“ 猫王”、“ 梦露”等
巨星“ 现身”沪上

昨日17：00左右，记者在沪芦高速公路往市区方向行驶时，突然看到高速公路边的一片树林里火光冲
天，浓烟滚滚，记者火速报警110中心。不到10分钟，航头消防中队赶到现场，就地取材，将池塘的水用机器
抽出将火情控制住。据介绍，火灾原因初步认定为周边的农民烧桔梗导致树林着火。幸好扑救及时，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 本报记者 杨磊 摄影报道

沪芦高速附近突发火情 消防及时赶到无人伤亡

》相关新闻

本报讯 日前，中国未网在黄浦区五
里桥社区采用网络视频互动方式，在海悦
花苑居民社区搭台，举办大白兔杯“ 小八
腊子开会喽”———小手牵大手、老少沪语
秀活动。一群孩子拉着父母或爷爷奶奶一
起表演上海话童谣，社区沪剧爱好者教孩
子唱起了沪剧，一些年老的社区居民还和
孩子们一起伴着上海话童谣玩起了孩童
时的游戏。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和熟悉了不
少上海闲话，对学说上海话也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中国未网在五里桥
举办上海闲话秀活动

》社会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