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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反光道钉服役满月 横道线前交通事故减少
又大又亮“ 夜明珠”，车行到此会减速

》城市扫描

“ 夜明珠”大而亮
大部分车辆减速或绕行

“ 最近在天山商圈开车，竟然看
到人行道前地上的菱形路标会闪
光！开过去车也会有压过的感觉。这
到底是什么？”，“ 挺好看的，晚上像

‘ 夜明珠’一样。”近期，一些驾驶员
在长宁区开车发现，部分人行横道
两端不远处的一些菱形交通标线竟
然晚上会闪烁光芒，非常显眼。长宁
交警表示，这些“ 夜明珠”其实是试
点安装的太阳能反光道钉，它们就被
设置在原有的人行横道预告标示（ 菱
形标线）上。“ 去年，长宁区部分路段
发生的几起交通事故引起了公安部
门的重视，为了让驾驶员能在人行道
前主动减速，我们特地试点安装，看
看反映。”

在娄山关路百盛店旁边，中国建
设银行24小时自助银行和对面的天
山路商业圈遥相呼应。连接两地的是
斑马线人行道，天山路贯穿其中。按
照以往，该斑马线两侧并未设立红绿
灯，且来往的车辆车速较快。由于过
马路人流大，过路车辆又不肯避让行
人，故交通事故高发。这里被附近市
民称为“ 危险横道线”。

昨日，记者来到位于天山路、娄
山关路路口西侧的斑马线附近，发
现在该斑马线周围，多出了许多突
起的菱形地标，在菱形地标的四个
角上均有一盏突出的灯泡。由于地
标很大，又很突出，给人“ 突兀”之
感，因此很是显眼。

记者了解到，该地标名为“ 反光
道钉”，也就是大家看到的“ 夜明
珠”的真实身份。主要作用是通过反

光来防止车辆行驶速度过快而导致
交通事故。记者通过几分钟大致观察
下来，发现大部分车辆在路过这里的
时候都有明显的减速或者绕行的现
象，也有一些车辆毫无谦让之心，依
旧原速行驶过去，吓得过路的市民一
身冷汗，不停回头张望，很是后怕。

行路市民“ 感觉车速降低”
驾车司机“ 担心轮胎受伤”

对于这个新建的地标，不知是
否会提高附近居民出行的安全感？
记者随即采访了附近的一些市民。
一位刚刚从斑马线走过来的女士告
诉记者：“ 以前从这里过马路总是提
心吊胆的”，当记者问起路标一事
时，该女士表示：并未感觉到它的存
在。在记者的提醒下，该女士方才恍
然，但她仍然疑惑不解：不知这灯有
何用途。

与此同时，市民张先生也同样
对“ 夜明珠”的功用大惑不解，但他
确实明显地感觉到，车行至此，速度
减慢了不少。这种说法也从其他大
多数市民口中得到了印证。在记者
采访中，行路人苏先生表示，从一定
程度上来说，“ 夜明珠”替代了红绿
灯，应该普及推广。

记者大致采访下来，几乎半数
以上的市民“ 蒙在鼓里”，并不知

“ 反光道钉”为何方神圣。但大多数
人都在过马路时，明显感觉到车速
降低了。

随后记者采访了几位车辆驾驶
员。出租车司机丁先生说：“ 这个路
标很显眼，尤其是晚上会发出蓝色
的灯光，像霓虹灯一样，老远就看到
了，很有警示的作用，给我们驾驶员

也提了个醒。”汪女士则给出了不同
的意见，她告诉记者，自己是爱车人
士，这些路标突出得厉害，每次路过
这里，都会磕到轮胎，因此，她担心
轮胎会在摩擦之下受损伤。

驾驶员周先生说：“ 我第一次路
过这里的时候不明就里，以为这些
地标是路障，便绕道而行了。”同时，
周先生也提出了质疑，他告诉记者，
在这里减速绕道而行的车辆很有可
能会造成路面的拥堵。

守护“ 危险横道线”
事故发生率明显降低

由于考虑到道路畅通，一些有
人行横道线的路口不能安装红绿
灯，若是汽车遵守交规到了斑马线
前主动减速让行，那也相安无事，但
驾驶员们为了快速通过，却反而加
速闯关。“ 斑马线前车让人”，这样
老生常谈的问题一直以来难以得到
有效的解决。

长宁公安透露，“ 夜明珠”们服
役近一个月来，让很多驾驶员在这
些路口明显放慢了速度，事故发生
率也急剧下跌。据介绍，这些反光道
钉每个直径约4厘米，由高强度钢化
玻璃及反光材料制成，里面有蓄电
池，它白天吸收太阳能，一旦感光度
低了就会自动发光。

据悉，它们被安装在天山百盛
商圈、新泾三村、新泾家园、长宁区
中心医院、长宁路396弄处。“ 一些
是事故多发地，另一些在老式小区
聚集的地方。有些路段晚上路灯较
暗，路过的车速度也比较快，反光
道钉的闪烁可以起到明显的警示
作用。”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昨天的申城
阳光普照，但街头仍然雾霾重重，不
少行人戴着口罩匆匆赶路，不愿在室
外多停留。受气象因素影响，本市空
气质量持续“ 重度污染”，AQI高达
236。据悉，环保部门密切监测数据和
天气变化，一旦有必要，申城将即刻
启动高污染应急联动预案，要求多家
化工企业、燃煤电厂等减排。

天气静稳 空气重度污染
“ 阳光挺好的，空气质量怎么那

么差？”连续的阴天让市民张阿姨愁
眉不展，昨日终于可以将被褥洗晒，
却发现电视新闻中称空气重度污染，
让她一时摸不着头脑，“ 在家里倒是
感觉不到。”走在大街上，记者发现很
多市民都有意识地戴上了防尘口罩，
步履匆匆，不愿在室外多停留。记者
站在北外滩望去，重污染下的黄浦江
江面显得一片平静，不见船只穿行；
浦东陆家嘴如同陷入幻境，高楼建筑
难以辨识；浦西外滩的“ 万国建筑
群”也似集体隐身，完全陷入灰霾中。

事实上，申城已陷入“ 雾霾”阴
影多日，空气质量始终不佳。昨天，本
市AQI一直维持在“ 重度污染”级
别，空气宝宝泪流满面。截至昨天傍
晚5时，AQI为236，PM2.5小时浓度更
是高达215.9微克/立方米。环保部门
提醒：心脏病和肺病患者症状显著加
剧，运动耐受力降低，健康人群普遍
出现症状。

建议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肺
病患者应停留在室内，停止户外运

动，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
据市环境监测中心专家介绍，高

污染仍然是受到气象因素影响。“ 由
于这几天大雾，湿度大，风力小，冷空
气也不强，导致了颗粒物难扩散。”

密切监测 随时启动应急预案
1月16日，针对连续出现的空气

污染现象，市环保局曾启动应急减排
预案，向相关企业发放通知，要求采
取污染高效减排措施。减排企业包括
宝钢、上海石化、高桥石化等三大企
业，还有全市12家燃煤电厂，以及金
山化工区、华谊集团和金山二工区等
三大工业区内的炼油化工企业。

面对连日雾霾，申城是否会再
次启动该预案？记者了解到，尽管昨
日申城一天都处于“ 重度污染”之
中，但环保部门并未启动高污染应
急联动预案。相关负责人解释道，

“ 联动应急预案涉及很多部门和单
位，一旦执行，希望效果好，所以我
们非常谨慎。”

据介绍，环保部门正密切监测空
气质量数据和气象条件，预测未来数
小时内的空气污染走势，如果预计上
海将陷入长时间的高污染之中，即可
启动联动应急预案。

“ 如果空气质量在未来10小时
内有明显改善迹象，启动了应急预
案，马上又要停止，我们不希望这样
的情况发生。”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天申城将有强冷空气南下，如果还是
无法带来明显改变，环保部门会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

本报讯 记者 瞿艳花 记者昨天
从市容环境卫生水上管理处获得消
息，2012年全市累计打捞水葫芦近50
万吨，其中黄浦江、苏州河干流打捞
水葫芦近20万吨，单日打捞量突破
4000吨，创历史新高。相关各区也全
负荷运转，全力进行水葫芦的拦截打
捞，金山区、松江区、青浦区、嘉定区、
闵行区、奉贤区、浦东新区等相关各
区共打捞水葫芦近30万吨。

今年的水葫芦整治工作遇到了
较多雾霾天气，黄浦江上游大型航扫
设备不能正常出航，而落潮时上游水
葫芦正源源不断涌来，曾一度有零星
的水葫芦随着航行船舶“ 溜”进黄浦
江重点水域，管理部门和作业单位果
断调整作业方式，利用潮汐及库区的
拦截功能，保洁作业人员打破了“ 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常规作业方式，

通过“ 两潮水”作业，有效将大量的水
葫芦阻截在黄浦江上游水域。同时，作
业部门迅速组织力量对重点水域零星
的水葫芦进行清理，保障了黄浦江、苏
州河不受大面积水葫芦的侵袭。

在市容环卫、水务部门的通力协
作下，本市上游金山区、松江区、青浦
区等作为上海第一道防线屏障,对水
葫芦进行了全力拦捞，黄浦江、苏州
河干流沿线则设立了四道防线，闵行
等区还结合日常保洁进行巡回打捞，
清理“ 漏网之鱼”。通过层层设防，上
下联动，形成了有效的工作合力，确
保了黄浦江、苏州河重点水域的整
洁、优美。

目前，水生植物的资源化利用已
列入管理部门2013年的研究课题，争
取通过3—5年的时间探索出适合本市
水生植物资源化利用上可实现途径。

去年，本报报道了两起人行横道线前的车祸事故，部分驾驶员在斑马线前不减速，致使多名行人命丧黄
泉。“ 咦？路上怎么装‘ 夜明珠’了？”近日，有市民发现，在晚上，长宁区部分人行横道两端不远处的一些菱
形交通标线竟然会闪烁光芒，非常显眼。长宁交警表示，这些“ 夜明珠”其实是试点安装的太阳能反光道钉，
他们可以让驾驶员看到灯光闪烁或是感到突起震动后，在斑马线前主动放慢速度。据悉，这些“ 夜明珠”在
元旦期间服役后，人行横道线前的交通事故已显著降低。 本报记者 马鈜 实习生 冯璐迪

雾霾锁“ 城”
环保部门或将
启动高污染应急预案

申城去年全年打捞水葫芦近50万吨

娄山关路天山路菱形交通装置。 本报记者 张瑞麒 摄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通讯员
殷仲歧 日前，浦东新区川沙社区文
化艺术发展联合会（ 简称川沙文联）
揭牌成立。作为上海第一家镇级文
联，川沙文联集聚了一大批文学艺术
界的有识之士，将为川沙新镇创建中
国历史文化名镇出谋划策。

近年来，川沙的古镇文化、旅游文
化和群众文化快速发展，被评为“ 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故事之乡和
沪剧之乡。这几年，国际旅游度假区建
设如火如荼，川沙新镇党委、政府一直
在思考：如何抓牢迪士尼带来的发展机
遇，带动川沙本土文化的蓬勃发展。

川沙成立上海首家镇级文联
去年5月23日晚上6时15分许，

一小客车在天山西路新泾三村门口
的人行横道线上撞伤儿童。新泾一
村的一位楼长表示，自己在这里住
了十几年，在这期间，门前的横道线
上不知已经发生了多少起事故。“ 记
得最清楚的就是沈老师，他人很好

的，那是两三年前了，那时他刚退
休，就在这条横道线上被撞死的。”
这条横跨新泾三村与新泾一村的横
道线也被周边居民称为“ 最危险的
横道线”。

去年10月23日，九九重阳节的
上午，79岁的老太太领着10岁的孙

女去上学，在天山路（ 娄山关路至
遵义路路段） 中间的斑马线上，被
一辆私家车撞飞。孙女左胳膊和左
下颚骨折，而老太太弥留了几个小
时后，于中午12点35分停止了呼
吸。重阳佳节痛失老母，子女深受
打击。

“ 危险横道线”事故连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