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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实习生
欧玉莹 昨天，上海第一条24小时全
方位生命危机干预热线———希望24
热线发布了开通3个月以来的接线数
据分析报告。与此同时，针对地铁时
发跳轨自杀的情况，“ 自杀热线”也
适时进行了干预，今年4月份，打算定
时定点开设地铁旅客心理咨询服务，
并对地铁司机开展针对性的“ 快乐
地铁人”讲座。

据介绍，希望24热线已于3月10
日与上海2号线开展了合作项目。

热线学术总监林昆辉表示，地铁
2号线每日有上百万的人流量，且某
些站台没有封锁的门，不时会有人选
择这里为自杀地点，所以是上海情况
最复杂的一条地铁线。不少地铁司机
目睹或者直到下班后才知道自己压
死了人，由此造成了心理阴影。

对此，希望24热线的志愿者、心
理专家在3月10日起开通“ 地铁二号
线车辆司机24小时心理服务热线”。

当日，地铁二号线的1000多名青年地
铁司机，接受了免费的心理辅导和相
关强化积极心理资本训练和面询服
务。在马当路地铁站，还展开第一场
2、11、13号线地铁司机“ 快乐地铁
人”讲座。

从今年4月起，乘客在二号线浦
东新区各主要车站，就能看到定时定
点设置“ 地铁旅客心理咨询。希望24
热线服务站”，还有浦东新区各站台
临近社区志愿者会协助分发各项生
命教育与心理安全宣传资料。在浦东
新区二号线各站台附近社区，名为

“ 珍爱生命守门人，危机干预五法宝
训练”的社区宣讲也会同步进行，志
愿者会把珍爱生命的知识传播到各
街道小区的居民。

眼下，希望24热线正在招募第二
期志愿者，林昆辉说：“ 希望上海的
具有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的人都能
加入，同时欢迎各位有意向的朋友加
入到我们八大义工团中。”

据悉，开通3个月来希望24热线
来电总数为1312通电话，去年12月、
今年1月和今年2月的来电总数分别
为650通、484通和178通，在春节期
间，来电数量减少，但在3月初出现来
电数量和危机等级同时飙升的情况。
为此，在未来一年中，希望24热线将
以公益演讲、宣讲团或互动心理剧等
形式走进社区、企业以及校园，希望
24热线的希望义工团也正在接受第
二期的志愿者报名。

志愿者孔女士说：“ 求助者出现
了心理危机来电求助，我们的接线员
会以感同身受的姿态，帮助当事人减
压、释放，让对方体会到有人能够懂
得他的痛苦，挽救他，让他放弃自杀
的念头。我们都很认真对待每一个来
电，因为小的个案如果处理不好，危
机等级就会上升。我们可能无法帮助
求助者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会协助他
把问题放下。”

在最新发布的数据中，3个月来
的数据显示的趋势基本上和开通1个
月时的数据差不多：在所有的来电者
中，23至35岁的青年人占比例最多，
为487例；职业统计中，白领来电求助
人数最多，为223例；未婚人数比已婚
人数多一倍；在5个班次中，晚上8点
到第二天早上8点来电数量最集中。

达到重度危机等级的来电总数为105
例，其中达到第7级，即正在自杀中的
来电为15例。

“ 统计的数据里白领、年轻人居
多，原因可能是这些人群接收到我们
这条热线的宣传最多，或者因为他们
是比较勇于求助的群体。所以我们现
在已经和浦东精神文明办合作开展
在企业和社区中，对象为白领和无业
者的讲座和公益演讲。对可能仍未覆
盖的老年人、儿童群体，我们会进入
社区和学校，以互动心理剧等形式进
行主题性的宣传。”林昆辉说。

数据里还新出现了“ 创伤事件”
的一项统计，分析了来电中造成求助
者创伤的原因。其中，位列前三位的
分别为“ 自我”、“ 婚姻”和“ 爱情”。

“ 自我”这个选项达到137例，占已知
数据的23%，林昆辉分析说，这说明，
人们的创伤最主要不是来自父母的
关系，也不是来自夫妻关系、儿女关
系而是自己和自己的关系。而是自己
和自己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自我尊严
的受挫、对自我人格的不认同，挫败
和过度自卑或自傲造成的“ 自我”出
现了创伤。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认同。
在爱情关系中，婚姻关系中把责任归
咎于自己，认为是自己的过错都是自
我创伤事件的表现。

地铁跳轨事件时有发生 乘客司机都需心理干预
下月起“ 自杀热线”地铁内办咨询讲座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日前，记
者从浦东商务委了解到，一年一度
的上海桃花节即将开始，桃花节的
各项筹备正在有序进行中。春暖花
开，浦东旅游又将迎来一波高峰。

上海桃花节是浦东旅游的每年
首开之节。近年来，浦东旅游资源日
益丰富，游客不断增加，浦东旅游正
从单一的都市观光型向休闲度假的
综合型转变。浦东商务委旅游处处
长沈锋介绍，今年浦东将继续重点
推进11个市、区级重点旅游项目，如
小陆家嘴开放式景区项目、临港影

视基地项目等。浦东还将积极利用
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工业旅游
等产业旅游，进一步丰富浦东旅游
产品，持续增强浦东旅游的吸引力；
同时加强和引导对现有旅游资源的

“ 再包装、新定位”，从多元化角度
打造复合型旅游产品。

为了让游客在浦东延长逗留时
间，今年浦东还将试点推出“ 浦东购
物之旅”等旅游产品。同时积极培育

“ 浦东迎新倒计时”活动，通过“ 造
时”、“ 造节”、“ 造市”，做好“ 商旅
联动”、“ 浦东浦西联动”，以旅游促

人气，进而拉动商业消费。沈锋说：
“ 浦东旅游将进一步加强与商业、文

化等其他产业融合，实现大旅游格
局。”

为营造良好的旅游大环境，浦
东计划率先在全市建立智慧旅游业
务支撑平台，开发“ 浦东旅游一张
图” 导览体系。针对陆家嘴地区黑
导、黑车问题，沈锋表示旅游部门今
年将继续加强与公安、城管、文化等
多部门合作，对黑导、黑车进行打击
整治，以彻底改善陆家嘴地区旅游
环境。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在连续6天
的高污染之后，上海的空气质量终
于回归到优良水平。随着北方冷空
气南下，风力增大，昨天本市PM2.5
浓度已骤降至30微克/立方米以下，
空气宝宝破涕为笑。

进入3月以来，温暖的天气和不
断飙升的污染浓度成了人们对天气
的一致印象。在本地污染源和气象

条件不利等共同作用下，从3月4日
开始，本市就经历了为期6天的污染
过程，其中更有两天的AQI在200以
上，达到重度污染，一度让徜徉于
阳光下的市民不知所措，外出活动
也不是，宅着又仿佛浪费了晴好天
气。

所幸，随着北方冷空气南下，在
给申城降温的同时，也将PM2.5迅速

吹散，从3月10日开始，PM2.5浓度骤
降，PM10成为首要污染物。到了昨
日，无论是PM10还是PM2.5，浓度值
均下降到了优良水准。

截至昨天下午3时，AQI为45，
空气质量一级优质，空气宝宝满头
绿发，笑得十分灿烂。根据预测，申
城近两日空气质量仍将维持较好水
平。

本报讯 记者 瞿艳花 生活垃
圾分类减量试点两年来，日均生活
垃圾减少1000吨，相当于少建一个大
型垃圾处置场。不过由于居民习惯
及意识未养成，对垃圾减量贡献仍
较少。记者从市绿化市容局获悉，为
提高垃圾分类的社会参与度，上海

“ 悬赏”征集垃圾分类口号，最高可
获5000元。

据市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垃圾
分类试点2年来，共有1580个小区试
点生活垃圾干湿分离，200个企事业
单位、100所学校、100个机关、100个
菜场、50个公园完成垃圾分类收集处
置，超额完成了每年减量5%的目标。
人均日处理量由2010年的0.82公斤
减少到了去年年底的0.74公斤，每天
减少的垃圾达1000吨。“ 这个数字相
当于少建一个大型垃圾处理厂。”

不过居民对垃圾减量的贡献依
然有限，部分试点小区的参与率仅
20%至30%，小区居民在习惯养成上
有一个过程，实现源头垃圾分类参
与率仍较低。为此，市绿化和市容管
理局昨天向全市公开征集垃圾分类
宣传口号，市民可于3月11日至3月31
日，登录上海市绿化市容管理局官
方 网 站（ http://lhsr.sh.gob.cn）下 载
征集表，并根据要求提交。最终将评
出一、二、三等奖及鼓励奖。其中一
等奖奖励5000元现金。

据了解，今年上海将全面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力争实现人均生活垃圾
处理量以2010年为基数再减少5%。而
试点范围则由原来的单点调整为按
块状区域铺开，对一些具备条件的区
域，或集中展开行动，使垃圾分类更
细化，使废弃物利用效率越来越高。

申城空气告别多日污染
回归优良水平

本报讯 记者 瞿艳花 或高大
挺拔直耸蓝天，或粗壮结实多人难
以合抱⋯⋯上海古树名木充满万种
风情。记者昨天从市古树名木保护
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持续了近一年
的古树摄影征文大赛于上周落下帷
幕，获奖作品新鲜出炉，再现了上海
古树名木的万种风情。今天，绿化市
容再推出了258株古树名木供市民
认养，其中包括两棵千年古银杏。

大赛从去年3月收稿以来，共收
到有效稿件1324件，其中原创组照
片稿件最多为1139张，原创组征文
72篇，非原创组照片94张，非原创组
征文19篇。综合网上投票和专家评
选，特等奖、一、二、三等奖和鼓励奖
若干名。市古树办将于今天上午在
黄浦区人民公园举行本次大赛的总
结和颁奖仪式。

“ 通过本次大赛这个平台增强
了市民爱护古树，保护古树的意识，
同时也激发了民众共同创造我们的
美丽上海和生态城市的热情。”相关
负责人介绍，上海人多地少，近年来
市绿委办一直倡导市民参与义务植
树“ 从身边绿化做起”，今年全市既
有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点供市民参与

植树活动，还有183万平方米公园绿
地、8.99万株树木供单位团体和市民
认建认养。其中有258株古树名木，
包括编号为0002的千年古银杏“ 树
后”和0003的千年古银杏树。

“ 这两棵古树都有故事，现在长
势都很好，欢迎单位和市民来认
养。”浦东新区绿化部门有关人士介
绍说，0002号在本市排名第二，被誉
为“ 树后”，为改善它的生长环境而
拆除了南汇体育馆；为保护0003号
古银杏，特地为它建立了泾南公园。
而去年推出的200余棵古树目前均
已“ 名木有主”。

据了解，根据绿化部门专门

制订的《 上海市绿化认建认养实施
细则》，明确上海绿化的“ 认建认养
活动采用意愿自定、资金自定的原
则”。其中认养古树名木一般为1000
元至3000元。《 实施细则》还明确认
建认养资金要“ 设立专项独立账号，
全额纳入预算管理，专款专用”。而
在去年植树节，安信为上海市所有
保护古树名木和古树群提供保额为
近1.5亿元的保险保障。这样“ 老有
所养”的保险，使得本市的古树名木
再多一份“ 养老关怀”。去年“ 海
葵” 台风曾使本市多株古树名木出
现不同程度的倾斜、倒伏，保险公司
及时赔付了相关保费。

截至昨天下午3时，AQI为45，空气质量一级优质。 本报记者 吴恺 摄

古树摄影征文大赛落下帷幕 两百多株古树待市民认养

浦东将迎桃花节 今年推出购物游

热线数据显示：白领、年轻求助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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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大赛获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