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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行车安全 缩短周转时间
超长线路
“一拆为二”龙临专线和南南线调整运营
本报讯 （记者 黄静）根据浦东新区
公交线网调整计划，两条超长线路龙临专
线和南南线分别于 12 月 8 日、9 日调整运
营。
据了解，2017 年新实施的交规规定，
途经高速道路的公交线严禁乘客站立，因
此浦东南汇公交运营的途经高速的超长
线路都必须调整至地面行驶，这对本就行
驶时间较长的超长线路而言，无疑是一种
“负担”。以龙临专线为例，其单程行驶时
间为 140 分钟，调整后原先途经的 S20 路
段将改走华夏东路，在不排除路堵情况下
就要增加 20 分钟。单程 160 分钟的营运
时间，既不利于灵活调度，又不利于车辆
周转，更容易造成驾驶员疲劳驾驶，引发
行车安全隐患。因此，浦东南汇公交通过
现场踏勘、客流调研，制定了将超长线路
“一拆为二”的优化调整方案，既保障行车
安全，又能缩短周转时间，合理调整班次
间隔，并改善配套服务。

龙临专线以 16 号线惠南地铁站作为
分界点，形成南、北分段式运营，南段线路
名为惠临专线，自惠南地铁站至临港沪城
环路共享区，调整的同时优化填补泥城新
建小区的公交空白，上行自沪城环路共享
区起，循原龙临专线原线至鸿音路、云汉
路、马五公路、南芦公路、南团公路、南祝
路至拱极路惠南地铁站止；返程同。该线
全长 36.4 公里，配车 14 辆，首末班车时
间：沪城环路共享区 4：45-18：40，拱极路
南祝路（惠南地铁站）6：10-20：10。北段
线路名为龙南定班线，上行自惠南地铁站
至龙阳路地铁站，走向循原龙临专线北
段，但 S20 路段调整至华夏东路地面段行
驶，自惠南地铁站经拱极路、川南奉公路
循原线至华夏东路循原线至龙阳路地铁
站止；下行自龙阳路地铁站起，经龙阳路
循原线至惠南地铁站止。该线全长 45 公
里，配车 8 辆，全部实行挂牌服务，其中全
程班次 23 个，其余为区间班次（惠南地铁

站至祝潘路川南奉公路），首末班车时间：
拱极路南祝路（惠南地铁站）4：30-16：50，
龙阳路地铁站 6：
00-19：
00。
为方便市民前往上海国际旅游度假
区，南南线以南公交枢纽站作为分界点，
形成东、西分段式运营。东段线路名为惠
川线，上行自惠南地铁站起，经南祝路、人
民东路、靖海路、拱北路、南祝路、周祝公
路、南六公路、周邓公路、六奉公路、星光
大道至南公交枢纽止；下行自南公交枢纽
起，经申迪西路循原线至南祝路至惠南地
铁站止。该线全长 19.5 公里，配车 6 辆，
首末班车时间：南祝路拱极路（惠南地铁
站）5：00-21：00，南 公 交 枢 纽 6：00-22：
00。西段线路名为南南线，上行自南公交
枢纽起，经申迪西路、迪士尼大道、度假区
高架路、秀浦路、申江南路循原线至上海
南站；返程同。该线全长 28 公里，配车 12
辆，首末班时间：上海南站 6：00-21：00，
南公交枢纽 5：
30-19：
30。

公交职工助迷路老人回家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天林 记者 黄
静）近日，一名九旬老人独自乘车迷路，最
终在司乘人员的帮助下安全回家。
当天中午 12 时 30 分，浦东上南公交
163 路驾驶员张杰急冲冲地跑进江月路终
点站调度室，告诉当班调度员黄瑛，车上
有一名上了年纪的阿婆迷路回不了家，正
在用餐的黄瑛连忙放下饭盒，上车查看。

阿婆年约九旬，说话条理混乱，说不
清家里的具体地址。张杰回忆，阿婆是 11
时 30 分左右在长清路终点站上的车，
“当
时阿婆说没带钱，要用随身携带的肥皂作
抵押，我让她不用着急买票，先坐好，注意
安全。”张杰说，谁知阿婆乘到了江月路终
点站。
黄瑛见张杰的车马上要发车了，便把

老人扶下车，小心翼翼地搀扶进调度室照
看。看见阿婆不停地抿着嘴唇，黄瑛连忙
为阿婆倒了杯热水，又让正在休息的驾驶
员买来一碗粥递给老人。阿婆吃完粥后，
黄瑛不失时机地与阿婆交流起来，见阿婆
仍记不清家里地址和电话，便一边安慰阿
婆，一边拨打了 110，向警方求助，最终帮
助迷路的阿婆安全地回了家。

著名艺术家陈少泽与观众交流海派文化。

□徐网林 摄

浦东女性海派文化讲堂开讲
本报讯（记者 黄静）12 月 6 日，
“申江
情·浦东韵——浦东女性海派文化讲堂”
第
六讲“上海生活与海派文化”在兰馨·悦立
方影院开讲。
“申江情·浦东韵——浦东女
性海派文化讲堂”是浦东新区妇联整合上
海海派文化的优质资源，为浦东女性搭建
的感受海派文化的平台。
此次
“上海生活与海派文化”
讲堂邀请
了著名表演艺术家，跨界演绎海派情怀的
浓浓乡情。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
家陈少泽从艺近 50 年，
在舞台和银幕上塑

造了众多生动角色，主演过《保密局的枪
声》
《潜罔》
《血与火的洗礼》
《江南药王》
《本
世纪最后的梦想》
《钦差大臣》等几十部影
视剧、
话剧，
深受观众喜爱。
扬琴、
古琴演奏家，
“海上雅乐”
艺术总
监王珑（王玖拾）与二胡大师闵惠芬搭档合
作 17 年，
演奏风格内敛沉静。其艺术生涯
的足迹遍及海内外，
多次随文化部、
外交部
组团出访演出，获亚洲影响力东方盛典古
典艺术先锋人物奖等奖项。此次，她演奏
了《梅花三弄》，
吟唱《阳关三叠》。

随便出具委托书 车主差点被坑
近日，鲍先生向浦东新区消保委
寻求帮助，称在 4 月 8 日购买了一辆中
国一汽红旗奔腾 X80 家用车（在维保
期），现因车辆电脑板、发电机、电瓶故
障联系 4S 店维修，4S 店表示是外置设
备原因，拒绝免费维修。他要求 4S 店
开具故障原因是外置设备导致的书面
证明，但遭到 4S 店拒绝。
对于鲍先生的诉求，消保委工作
人员表示予以支持，故请鲍先生提供
购车凭证等材料，以便认定车辆保质
期及车主等情况。
不久，鲍先生向消保委提供了购
车凭证等材料。消保委工作人员发现
鲍先生并非车主，鲍先生表示由于车
主有事故委托他来投诉，工作人员请
鲍先生提供车主的委托书。不久，鲍
先生把委托书通过邮件方式提供至消
保委。在查看委托书后，消保委工作

人员对于该委托书存在质疑，该委托
书的委托内容及委托时间均存在问
题。于是，工作人员联系鲍先生要求
他提供车主的联系电话，鲍先生有点
不情愿，但还是提供了车主的电话，这
加深了消保委工作人员对委托书的质
疑。消保委工作人员抱着对消费者负
责的态度，联系 4S 店告知情况并请 4S
店提供车主的联系电话，以便确认鲍
先生提供的电话是否属于车主。4S 店
在消保委告知被诉事由后第一时间提
供了车主的电话，同时告知车主刚刚
还在公司和他们喝茶、聊天，他们和车
主非常熟悉，对于被车主投诉觉得莫
名其妙。
消保委工作人员联系车主了解情
况，
车主表示没有委托任何人来投诉 4S
店。对于委托书，
他表示在某汽车加装
店加装了一个外置电子设备后由于电

压不匹配导致车辆电脑板、发电机、电
瓶故障，
故和加装店交涉要求修复车辆
并赔偿，
但加装店表示可以解决但由于
要走流程故要求他出具了一份委托
书。车主表示不知道加装店拿着这份
委托书投诉 4S 店，加装店明显想把责
任转移到 4S 店，车主提出撤销投诉，会
向 4S 店解释并继续向加装店讨要说
法。消保委去电鲍先生告知了解到的
情况，
鲍先生尴尬地表示撤诉。
在此，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委托他
人代表自己行使合法权益，在委托人
委托书的合法权益内，被委托人行使
的全部职责和责任都将由委托人承
担，被委托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因此，委托他人投诉或出具委托书要
谨慎，在订立委托书时一定要注意委
托书的内容仅限于处理相关的消费纠
纷，
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东蕾幼儿园开展趣味教学
“今天有两个好朋友到小猪家做客，他们会是谁呀？去干什么呀？要想知道答案，
你们可以到电子书里找线索。”东蕾幼儿园运用多媒体技术对幼儿进行启发性教学，使
幼儿充分体验和享受学习的乐趣。
图为东蕾幼儿园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有趣的教学活动。
□徐网林 摄影报道

遗失声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啊咕咔咔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
JY23101150324547, 法定代表人：
李妲，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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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好早餐全天心情舒畅
一日之计在于晨，
吃对早餐全天心情都舒畅。
吃个鸡蛋更扛饿
鸡蛋富含蛋白质，早餐吃一个饱腹感强。鸡蛋
中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其中 B 族维生素
有助于将食物转化为可供人体细胞使用的能量，让
人全天都精神满满。
三文鱼助减压
三文鱼等深海肥鱼富含欧米伽 3 脂肪酸，有助
于抑制压力激素皮质醇。早餐不妨吃点三文鱼。
来点谷类少抑郁
谷物的特点是低糖、高纤维，更是 B 族维生素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将食物转化为能量。它还是维
生素 D 的优质来源，适量多吃还有助于降低患冬季
抑郁症的风险。配上新鲜水果、坚果，
营养更全面。
燕麦平稳血糖
燕麦富含膳食纤维，有利于促进消化、稳定血

糖，长期食用还能降低心脏病、糖尿病和高血脂的
风险。
豆类提升情绪
饮食中缺乏膳食纤维，容易导致消化缓慢，令
人昏昏欲睡，情绪低落。而豆类是膳食纤维的重要
来源，
早餐吃点芸豆加全麦面包，
营养又健康。
嚼点坚果不疲劳
英国饮食营养调查结果显示，46%的人铁摄入
量极低。体内缺铁容易抑郁、疲劳。早餐吃 80 克
干杏仁，可满足每日 15%的铁摄入量。坚果可加入
谷物早餐或酸奶中食用，
也可当作零食。
瓜果防脱水
身体脱水会严重影响情绪，吃点瓜果有利于补
充体液和维生素 C。可在早餐中增加橙子、黄瓜
等，也可以在上午 10 点左右吃一些瓜果，及时补充
水分。

喝点酸奶心情舒畅
研究发现，肠道不健康，心情更抑郁。酸奶富
含益生菌，有益肠道健康，早上喝酸奶能让人全天
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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