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口秀演员卡姆涉毒案宣判
容留他人吸毒获刑8个月

本报讯 （记者 王闲乐）昨天，虹口区法院
依法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艾力卡木·阿斯克尔
（艺名卡姆）容留他人吸毒一案，以容留他人吸
毒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元。

艾力卡木·阿斯克尔是笑果文化旗下一名
脱口秀演员。4月 29日 22时许，卡姆在其租住
的房屋内，提供毒品及自制的吸毒工具，容留
陈某、李某某等 4 人吸食大麻。次日 17 时许，

民警在其住处将其抓获，之后查获银色袋装青
褐色植株 1 包并依法予以扣押。 案发后经鉴
定，青褐色植株检出四氢大麻酚成分。

6月 24日，虹口检察院以容留他人吸毒罪
对卡姆提起公诉。庭审中，卡姆及其辩护人对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予以认可。

辩护人提出，卡姆长期患有精神疾病，他吸食
大麻的行为与追求刺激而吸食的行为不同，也
没有通过容留吸毒牟利的行为或意图，吸毒和
容留他人吸毒的主观恶性较小，希望法院从轻
处罚。卡姆也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宣读了一份
致歉声明。

法院认为，卡姆容留他人吸毒，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其行为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鉴
于他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且认罪认
罚，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情节等，法院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青浦区区长余旭峰要求区有关部门深入研究

顺应市场趋势，满足群众需求

昨日上午，青浦区委副书记、区长余旭峰在
青浦区城运中心做客 2020年 “夏令热线·区长
访谈”节目。针对“五五购物节开设的长三角休
闲购物临时专线受到居民欢迎， 能否成为常设
线路？ 是否可以通过增加站点及延长运营时间
等方法， 把购物专线带来的客流需求落实到常
规公交线路上？”等问题，余旭峰现场连线青浦
区建管委、商务委以及青浦巴士公司作出回应。

青浦区商务委主任谭伟表示，三条免费临
时购物专线是为了拉动消费，方便市民参与购
物节活动，在行业主管部门支持下以购买服务
的形式开通的。专线覆盖了 100 个小区，串起
汾湖、青西、青中的多个站点和旅游景点。从效
果来看，购物专线确实对促进消费起到了正向
作用，但是否可以常态化，还是需要行业主管
部门进行论证后再决定。青浦巴士公司总经理
翁秉全认为，企业运营要考虑综合性效益等因
素，目前周边地区来往于青浦城区的交通体系
已经较为完善，交通费用在百姓出行消费的成
本占比相当小，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常态化运

营效益并不高。

青浦区建管委主任陆章一介绍， 示范区 1

路每天从 6时至 18时由汾湖来往于东方绿舟，

与轨交 17号线无缝对接。汾湖附近居民前往青
浦，既有示范区 1路，也有青商线、青金线等，均
可换乘 17号线前往万达茂或其他商圈。至于能
否延长运营时间，陆章一表示，公交路线的调整
需要考虑客流情况， 要从整个公交系统层面来
考虑，“公众需求是多元化的， 公共交通并不能
满足个性化出行保障”。不过，他也表示，示范区
的公交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余旭峰表示，从规划上看，现有的交通体
系已经较为完整，但从拉动消费、方便乘客的
角度来看，购物专线常态化的问题值得深入研
究。下半年促消费的任务还要继续，余旭峰要
求青浦区商务委结合市场情况、 客流情况，联
手吴江等地， 跟几家大的商圈商场企业共商，

做进一步策划。“现在青浦商业综合体总体上
影响力不断增大， 对周边的辐射力在增强，这
对于青浦拉动内需来说是一个好的趋势，我们
要顺应这种趋势，更好地满足青浦乃至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群众的需求。”

■实习生 李锦钊 见习记者 栗思

区长访谈

对违法养犬“当场处罚”

本市两个月开出870余张罚单
本报讯 （记者 邬林桦）像整治交通违法行

为一样，上海已采取现场执法的方式，处罚各类
违法养犬行为，进一步规范市民文明养犬。记者
昨天从上海公安部门获悉， 警方将重点加强对
携犬外出未束牵引带、 携带大型犬外出未戴嘴
套、携犬外出未悬挂犬牌、携犬进入公共场所且
不听劝阻等“三未一进”违法养犬行为的查处力
度，启动行政案件当场处罚模式，简化涉犬类违
法行为的处罚流程。针对适用 50 元以下罚款的
行政处罚，当事人对违法事实没有异议的，民警
可当场作出处罚决定。5月以来， 全市已累计处
罚违法养犬行为 870 余起， 与往年同期相比大
幅提升。

行动期间，上海警方通过梳理“110”警情以
及“12345”市民热线工单相关信息，明确重点时
段、地区，对中心城区街面、道路、中央绿地、健
身步道以及公园广场、居民小区、闲置空地等易
滋生流浪犬患的部位，采用排摸、巡查等方式对
流浪犬只进行收容。 同时组织全市派出所向辖
区居民、沿街商铺广泛征集流浪犬患线索，及时
发现无主、流浪犬，并妥善开展收容。全市近两
月已收容处置各类无主、 流浪犬数较去年同期
提升 18%。

上海警方还会同市文明办、上海市志愿公益
基金会、市宠物业行业协会、部分宠物医院，积极
开展“爱、就带它回家”公益项目，开放流浪犬线
下领养活动。今年以来，累计救助 32 条健康、亲
人的流浪犬重新找到领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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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五五购物节”期间开通的3条购物专线受欢迎

长三角购物专线能否常态化？

“五五购物节开通的长三角购物专线特
别方便，可惜坐了没几趟就停掉了。”

5月 1日至 6月 30日，为助推上海“五
五购物节”，青浦区开通 3条购物专线：新城
综合体购物专线、 赵巷奥莱商圈购物专线、

长三角休闲购物专线，串联起长三角以及区
内各大型商业网点、景点，高品质的“一站式
直达”受到了沿线吴江、青浦居民的欢迎。7

月 1日，购物专线停运，他们纷纷拨打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希望这条“长三角休闲购物
专线”能够常态化。

购物专线直达商圈省时省事
上海市民陈女士今年 60多岁， 看中了

吴江汾湖良好的生活环境，退休后就搬去那
里养老。由于孩子们在上海工作生活，她和
丈夫经常自驾往返两地。6月 10日， 她在小
区群里看到，青浦到吴江新开了一条“购物
专线”，该车从汾湖直达万达茂商场门口，十
分便捷，还不收费。陈女士上网搜索发现，所
谓的“购物专线”全称为长三角休闲购物专
线，早在 5月份就已投入运营。

6月 11日， 陈女士和丈夫吃过午饭，便
前往楼下的汾湖客运站，等待“购物专线”。

没多久，一趟标有“长三角购物线”字样的公
交车驶入了车站。 他们从司机口中得知，购
物专线专门服务于购物节，途中仅设置金泽
汽车站、东方绿舟、朱家角三个站点。发车时
间比一般公交车略晚， 汾湖站首班车 9时，

末班车 20时；万达茂早班车 10时 30分，末
班车为 22时，和商场开关门时间无缝衔接。

50分钟后， 车辆直接停在了万达茂商场门
口，司机告诉他们，如果晚上要乘坐购物线
回去的话， 直接到商场门口等就可以了。陈
女士说：“我跟老伴那天买了不少东西，掐好
时间后直接拎着上了专线车。后面几天我们
几乎每天都去，有时去逛逛超市，有时去转
转景点，可惜没多长时间就停了。”

除了像陈女士一样的退休老人常常乘
坐这趟购物专线，不少上班族也对该线路赞
不绝口。张女士居住在吴江月亮湾，工作地
点却在静安区威海路。每天“跨城”上班的
她，下班都得在东方绿舟换乘“青金区间”，

在金泽汽车站下车后，再骑行 5公里左右回
家。自从有了购物专线，她可以直接坐到汾
湖客运站，再骑行 2 公里回家，节省了不少
通勤时间。

示范区公交站点相同却没人气
为方便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三地居民互

联互通，青浦、吴江、嘉善三地交通部门在去
年 11月 4日同时开通的五条示范区公交线
路之一，由青浦巴士公交公司运营。该线路自
轨交 17号线东方绿舟站起至汾湖客运站，除
去从东方绿舟至万达茂的延伸段， 其余路段
跟购物专线的路线完全重合。 按理说购物专
线取消后，这条线路完全可以成为替代选择，

然而，记者在 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看到，不少
人对示范区 1路并不是很满意。

7月 16日，记者前往东方绿舟，乘坐示
范区 1路公交进行体验。 从地铁 17号线东

方绿舟站 3 号口出来， 便是东方绿舟公交枢
纽，示范区线路、青金线等多路公交汇聚于此。

而万达茂商场位于淀山湖大道地铁站，距离东
方绿舟还有两站地铁。 示范区 1路的站牌上，

贴着从 7月 1日起开始运行的发车时刻表，其
日营运班次为 32班， 班次间隔为 40至 60分
钟不等。12时 20分，记者乘上示范区 1路前往
汾湖客运站， 出站时公交车上仅有 5名乘客，

其中 2名还是准备去转车的游客。 地图显示，

这段路途共设 20个站点， 不过由于中午客流
稀少，许多站点并未停靠，记者仅花了 45分钟
便抵达汾湖客运站。司机朱师傅说，中午客流
较少，车速比较快，但早晚高峰期间每个站都
需停靠， 大概要 1个小时左右才能走完全程。

不少住在吴江的居民反映， 相比购物专线，示
范区 1路不仅站点多， 而且结束运营太早，末

班车 18时发车，很多人根本赶不上。

青浦区运管所负责人告诉记者，要让这条
购物专线变成常设的公交线路目前并不现实。

购物专线属于青浦区推广购物节活动的交通保
障配套服务。由活动主办方设计方案，运管所采
取包车服务的形式， 将专线运营外包给公交公
司，本质上是第三方购买服务。作为购物节活动
的组成部分，购物专线除了接驳服务外，更重要
的是宣传推介作用。“购物专线也是移动的广
告，用免费乘坐来吸引客流、引导消费。”

不过，购物专线在线路设置、运营时间上较
为灵活，具备了示范区 1路所欠缺的只停大站、

一站直达、运营时间覆盖长等诸多优点。这些优
点能否用于改进示范区 1路等常设公交？ 青浦
区运管所表示，已在考虑落实到常规公交上，根
据客流数据分析优化调整示范区 1路的运行。

■本报见习记者 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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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玺撼）

今年出炉的新版上海市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区、 达标
（示范）街镇（乡、工业区）综
合考评办法，将“垃圾投放
点采取异味控制措施，收集
点配有破袋、 洗手装置”纳
入考评范围。记者昨天走访
发现，很多小区采购了除臭
剂，靠人工喷洒来抑制垃圾
箱房内的异味，部分小区还
在垃圾箱房内添置了喷灌
系统和空调，用自动除臭和
低温“双管齐下”，而在浦东
新区塘桥街道的蓝东居民
区，控制异味却不用花一分
钱———除臭剂的原料全部
来自湿垃圾。

在峨海小区的酵素工
坊，记者见到了这种特殊的
除臭剂———保洁员打开一
只白色大桶底部的水龙头，

伴随着水果的芳香，一股黄
褐色的液体流入喷壶内。居
民告诉记者，桶里的是“三
年纯”———存放三年以上的
酵素，由湿垃圾、红糖、水按
照 1 3 10的比例制成。

“我们 3 个小区从 4 年
前就开始发动居民自制酵
素，稀释后用来洗碗、浇花
草、冲马桶，那个时候大家
就反映除臭效果好。” 蓝东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孙红菱
表示， 经过几个月摸索，居
民还发明出多种不同配方
和用途的酵素， 比如用苹
果、菠萝、橙子等烂水果发
酵 3 个月后制成的芳香酵
素，专门用来抑制垃圾箱房
里的臭味，而且存放时间越
久，除臭效果越好。

孙红菱坦言，相关规定
公布后，很多小区都要采购
除臭剂，根据小区住户规模
的不同，一般每个月要在除
臭剂上花费几十元到几百
元不等，日积月累也是笔不
小的成本。湿垃圾变成除臭剂，既节省了采购除
臭剂的费用，还能对源头垃圾减量做贡献，何乐
而不为？

据统计，蓝东居民区 3个小区已用湿垃圾制
作了上千升的芳香酵素，制作期原料的消耗量大
约占到小区湿垃圾产生总量的一到两成。按照目
前 4个垃圾箱房除臭剂的日均使用量，可以使用
约一个季度。

很多居民知道这件好事后，还主动把湿垃圾
分成两袋，一袋专门装果皮、果核和烂果，另一袋
装其他湿垃圾，交到垃圾箱房。“就连周边水果店
老板都闻风而来，大家太踊跃，酵素原料太多，快
要来不及做了。”管理员笑着诉说“甜蜜的烦恼”。

“这种‘家门口’的激励，最能促进居民主动
参与垃圾分类的意识。”孙红菱表示，通过垃圾分
类， 湿垃圾变成了让小区环境更好的芳香酵素，

让大家扔垃圾时不再皱着眉头、捏着鼻子，这是
亲眼所见的好处，促进分类的效果非常明显。

最近， 小区居民还用多余的芳香酵素制成
500块手工皂，每 200分“志愿者积分”兑换一块，

用来激励参与小区垃圾分类等志愿服务的热心
居民。

闵行虹桥镇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打破养老机构与社区围墙，探索银发互助会员模式

小小会员卡，让为老服务中心热闹起来
上午 8时 30分， 闵行区虹桥镇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一开门，78岁的郁阿婆就掐着点
走了进来，做操、聊天、按摩、看电视、吃午餐、

下棋、吃点心，过程中，服务人员还会提醒她准
时吃药……每天，老人都会在这里有滋有味地
消磨上大半日，到傍晚再“下班”回家吃饭。

记者采访当天，正碰上来自嘉定区的一行
人前来参观考察。据悉，在疫情发生前，这家为
老服务中心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外来参观者。为
何？原来，在 2016 年之前的三年里，该中心的
服务对象始终只有 3位日托老人，因为周边那
些从农村动迁出来的老人大多不愿意走出家
门，但如今，这家为老服务中心每天都热热闹
闹，一年服务人次超过 3万人次。

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这家社区综合为老服
务中心打破围墙，创新探索了一种银发互助会
员模式， 把周边社区的老年居民吸引过来，以
活动和服务逐步增强“黏”性，从而形成了一个
以社区为载体、以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核心
的邻里型嵌入式综合性为老服务体系。

一年交150元可享108次服务
几天前，86岁的王阿婆去医院体检， 但结

束后她并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虹桥镇社区为老
服务中心“报到”。她并不是该中心的日托老人，

也曾表示“不想来”，但如今，这位老人却几乎天
天来活动，到下午快关门时还有点依依不舍。

春节、重阳、中秋、端午……每到节日，更
是虹桥镇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最热闹的时
候。当天，这里总会迎来几十位老人，其中既有

六七十岁身体硬朗的老人，也有八九十岁需要
照护的老人，他们聚到一起，做汤圆，包饺子，

裹粽子，聊天，看节目，其乐融融。

“每次来参加活动的老人，都是我们中心
的服务对象，同时其中一些老人还是我们的志
愿者。”中心负责人章老师说，“既是受益者，又
是志愿者，邻里互助，这源于我们这两年尝试
推出的一项创新机制———服务中心会员制”。

据了解，目前中心共有 8名日托老人，但发
展的社区会员却达到 55名，他们中年龄最大的
为 87岁，最小的为 57岁，平均年龄在 70.1岁。

这些会员每年缴纳 150元的管理费， 除享受每
月一天的“会员日”活动外，他们在一年里还可
享受 108次的足部护理、理发、烘焙、健康按摩、

卡拉 OK、小修小补等综合性服务，每周还有 5

次的血压、体重测试和器具理疗等常规服务。

与此同时，不少会员也主动成为中心的志
愿者。大家建立微信群、轮值排班，定期到中心
来服务更为年长的日托老人，做点心、做游戏、

拉家常，彼此间互帮互助，逢年过节聚在一起，

组建了新的“大家庭”。一张小小的会员卡，让
老人各类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也打通了养老
机构和社区资源，形成银发社交圈，走出一条
“养老自治”之路。

对老人们的关爱未因疫情间断
虹桥镇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一直强调

“嵌入式”服务理念，让老年人养老不离社区，

成为社区为老服务的有益助力。

作为中心的日托老人，郁阿婆的“托龄”已
有 5年之久，每天风雨无阻地前来“打卡”。前
两年，因为与儿媳关系不好，她定期把衣服、床

单等带到中心来， 由工作人员黄老师帮她洗
晒；而今，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多次协调下，

老人和儿媳终于打开心结，儿媳主动承担了为
老人洗衣、做饭等事宜。

今年初疫情发生后，为老服务中心暂时关
门， 许多老人一下子没有了活动社交的去处，

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有了许多担心：“老人们在
家里干什么？”“有没有按时吃药？”“不出来活
动会不会觉得憋闷……”

为了更好地掌握老人们的健康状况，了解
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情绪变化，服务中心的工作
人员整理出所有在册老人的名单，一个个打电
话过去，一方面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家中防
疫物资的储备情况； 另一方面也聊聊家长里
短，陪伴老人们度过居家时光。

在一次通话中，郁阿婆对工作人员黄老师
说：“疫情这么严重，我不敢出门，但在家里没
事情做，特别难受，我心里太紧张、太难过了。

再这样下去，感觉生活没什么意思了。”老人的
这些话，让电话这头的黄老师心头一紧，十分
担心。从那天起，黄老师每天和老人打电话聊
天，说说其他老伙伴的生活状态，讲讲专家的
意见观点，让老人虽足不出户，但也有人关心
陪伴。“您有什么想聊的，就随时打电话给我。”

简简单单一句话，让郁阿婆感动不已。

一站式健康管理“硬核”服务
82岁的侯阿婆， 有轻度老年痴呆倾向，一

度连回家的路也不认识了。但这两年，在为老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的悉心照顾下，症状明显减轻，

不仅能每天自己步行回家，还学会了唱沪剧、下
棋等，性格变得越来越开朗，让子女喜出望外。

在中心， 记者看到了许多老人的手工作品。

其中，张琴老人的面塑作品特别引人注目，各种
人物栩栩如生。工作人员说，张琴老人刚来中心
时十分内向，不喜欢和别人交流，但看到有面塑
课程，她第一个报名参加，为的是完成作品带回
去给小孙子玩。随着学习的推进，老人的面塑技
能逐步提升， 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也越来越多，

整个人都变得活跃起来。手工 DIY、戏剧沙龙、卡
拉 OK、 体感游戏……中心的各类课程排得满满
当当，老人们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过得丰富多彩。

如果说精彩纷呈的文化休闲活动满足了老
年人晚年生活的精神需求，那么健康咨询、健康
管理及便民就医更是老年人渴望的“硬核”服务。

虹桥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成立之初，就与镇
社区卫生服务站建立了合作联系机制，卫生服务
站直接入驻为老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常态照
护，每天为入托老人提供晨检服务，测体温、量血
压，建立起每位老人的健康档案，进而提出个性
化的诊疗意见。2018年， 双方又针对老年人群体
平衡机能逐步退化的问题， 引入了平衡训练项
目，通过平衡检测仪评估老人跌倒系数，对系数
偏高的老人开展针对性的平衡训练，提醒其家人
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防护等。目前，该中心已形成
怡乐汇、乐学汇、益健坊、养心斋、倍呵护、沐春
堂、康复站七大功能板块，有机融合了生活照料、

医疗服务和精神慰藉三大服务需求，为老人打造
晚年生活的幸福家园。

未来，虹桥镇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还将升
级会员管理模式， 进一步提升为老服务标准，引
入更多为老服务项目，让中心成为社区服务的重
要枢纽， 让更多老人在家门口收获老有所依、老
有所养的幸福感。

■本报记者 黄勇娣

拍鸟达人在沪郊守候难得一见的水雉

追着鸟儿记录生态变迁

上周四，又是阴雨绵绵的天气。痴迷于鸟
类拍摄的毕纪根又一次带着长枪短炮，驱车数
十公里来到了青西郊野公园。

这是毕纪根今年第 8 次来到青西郊野公
园。每次来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有时是拍白鹭，

有时是拍黑水鸡，更多时候是为了来守候更为
珍稀的水雉出现。这种去年才第一次在上海发
现的水鸟，引来了众多苏浙沪摄影圈爱鸟人的
追捧，毕纪根也不例外。

毕纪根是土生土长的青浦人，退休后痴迷
摄影。有次听说青西郊野公园有水雉，他就和
几个朋友带了器材专程来拍照。“那次水雉离
得比较远，拍得不是太清楚，但还是觉得很新
鲜，因为是第一次在上海看到这种鸟。”

在 400多人的青西摄鸟群，青西郊野公园
的生态观察“行家”陆文忠会实时向群友们报告
鸟类信息：什么时候水雉来了、飞来了几只、搭
了几个窝、什么时候下了蛋、哪一天小鸟可能会
出壳……都是群友们时刻关注的时间节点。

去年，首次来到青西的几只水雉在公园的
荷塘落脚，当时的荷塘底部多是淤泥，背景不
够漂亮。今年飞来的水雉依然在青西的荷塘落
脚，不过这次的荷塘有水有花，堤岸又低，无论
是背景还是地形都很适合拍摄。为此，毕纪根
今年已经前后来过青西郊野公园多次，拍出不
少大片。

除了水雉，这几年来青西的珍稀鸟类还有
棉凫。毕纪根说，鸟类非常聪明，哪里生态环境
好了，它们就会飞过来栖居。棉凫这种东南亚
才比较常见的珍稀鸟类，这两年来到了青西郊
野公园，来这里拍鸟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对上海鸟类经常出没的地方，毕纪根如数
家珍。崇明、南汇嘴、奉贤都在鸟类的迁徙线
上，因此这些区域的鸟类都比较多。青西郊野
公园虽然不在这条线上， 但由于生态环境好，

加上河网密布且水质清洁度高，都为鸟类的栖
居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相反，即使是在鸟类出
没多的地域，一旦人为开发的痕迹太重，铲土
机、吊车等轰隆隆一响，鸟儿们就会迅速离开。

对拍鸟者来说，拍鸟并没有太多“经济效
益”，但只要拍到了满意的照片，和同好者们交
流一番，就很值得。在他们的镜头下，上海生态
环境的改善也正被一点一滴地记录下来。

■本报记者 李宝花

长三角示范区公交乘客寥寥。 栗思 摄

居民自制芳香酵素除臭剂。 陈玺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