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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玲）发生严重家庭问

题时，如何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日前，沪

上首批家事调解师在浦东完成培训，并获

得初级证书。老娘舅解决不了的问题，可

以交给专业的家事调解师来想办法。

“清官难断家务事”是传统观念，但是，

当夫妻矛盾、婆媳矛盾、亲子矛盾已影响到

正常生活时，仍需要妥善的第三方帮忙排

解，此次课程培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

生的。浦东社工协会副秘书长胡如意介

绍，有了更专业的调解方法和技巧才能更

好地服务居民，真正使家庭及社区的纠纷

与矛盾在社区里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浦东社工协会邀请了培训师陈淑儿担

任主讲人，陈淑儿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认

可的家事调解员和督导，有英国伦敦大学

理学士、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硕士、香港注册

社工的专业背景，在家事调解方面有20多

年的专业工作经验。通过短讲、个案分析、

互动体验、经验分享等多样化的方式，陈淑

儿系统讲授了家事调解的专业知识和技

巧。

家事调解需要耐心，技巧和步骤非常

关键。陈淑儿强调，专业的家事调解要让

当事人平和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从中寻求

共同点，最终达成共识。

东明路街道的黄喆对培训有很深的体

会。他原先在企业做过调解工作，“专业的

家事调解更理性，它跟老娘舅式的调解大

为不同，并不依靠调解人的威望来解决问

题。掌握方法后，调解过程便少了无休止

的吐槽和抱怨，调解师可以引导当事人一

同向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

据悉，这是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

继“社区引导师”培训项目后，精心打造

的又一项技术性的专题课程，在培训的

深度上有了全新突破。接下来，社工协

会还将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引入更多专

题课程，更好地提升社工的专业服务能

力。

家庭纠纷不出社区就能化解

沪上首批家事调解师浦东“满师”

日前，上海市公安边防总队边防支队为16名退伍老兵举行欢送仪式。老兵们恋恋不舍脱下军装，告别亲爱的战友，戴上“光荣退
伍”的大红花踏上返乡的路途。图为退伍老兵和战友相拥而泣。 □通讯员 朱翔宇 文 刘浩 摄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 通讯员 杨浩

昊）日前，浦东渔政部门联合水上公安部

门开展了为期两天的“清江 5号”专项执

法行动，保护内陆水域渔业资源和生态环

境，打击黄浦江水域违规捕捞乱象。

在市渔政处统一部署下，专项行动

中，中国渔政 31009及 31502船联合市水

上公安艇对黄浦江杨浦大桥至徐浦大桥

段水域开展了巡航执法检查。浦东渔政

出动渔业执法人员55人次，执法车辆8辆

次、执法快艇7艘次，查获电捕逃逸案件1
起，清除地笼网86顶、丝网13条。

据悉，陆家嘴滨江大道黄浦江沿线一

直是民间放生人士集中放生的地点，违规

捕捞现象较为突出。浦东渔政部门自 11
月初以来，集中组织了为期半个月的专项

执法巡查。浦东渔政部门表示，今后将进

一步加大巡航检查力度，保护黄浦江水域

的渔业资源，遏制非法捕捞行为的发生，

助力美丽滨江建设。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刘

占强）近日，有轮船在长江口北导堤附近

搁浅，江水漫过了轮船主甲板，船上 9名

船员急待救援。东海救助局及时派出在

长江口待命的专业海洋救助船“东海救

102”轮前往施救，成功救助全部 9 名遇

险人员。

据了解，12 月 4 日凌晨 4 时左右，长

约 54 米的“启程先锋”轮在长江口北堤

附近搁浅，船上 9人遇险，亟需救助。东

海救助局获知后立即启动应急救助预

案，指令在长江口鸡骨礁附近待命的“东

海救 102”轮前往救助，“东海救 102”轮
经过 1 小时的全速航行，于 5 时抵达现

场。

为保证救援顺利，航行途中，“东海

救 102”轮实时保持与遇险船沟通，了解

遇险船舶及人员状况，结合现场海况制

定救助方案，及时指导遇险船舶做好他

救和自救的准备工作，并要求船上人员

关闭所有阀门、管路，防止船内溢油泄露

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由于遇险船搁浅在岛礁区，正值落

潮，水深太浅，“东海救 102”轮和专业救

助艇均无法靠近。“东海救 102”轮按照既

定的救援方案，指导遇险人员身着救生

衣和救生圈，沿遇险船和救助艇间搭建

的援救生命导引绳，一个接一个地被安

全牵引至“东海救 102”轮救助艇。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努力，9名遇险人

员全部被接上救助艇，并安全转运至“东

海救 102”轮妥善处置。

本报讯 （通讯员 米杨军 记者 张

敏）诱使他人购买一抵押状态的房产，拿

到房款后，并未去银行解除抵押，而是用

于偿还债务，使得购房者钱、房两空。近

日，浦东公安分局破获一起诈骗案，抓获

犯罪嫌疑人姚某，追回赃款133万元。

胡某打算购置一套房产，在中介推荐

下，他决定购买位于祝桥镇某小区的一套

二手房，当时标价为 300余万元。在中介

协调下，胡某见到了卖房人姚某，看到姚

某提供的房产证后，俩人便商谈起价格。

姚某告诉胡某，该房产目前处于抵押状

态，为了还款，急于出手，所以双方最后以

300万元成交。于是，双方于当天就签订

了购房协议，胡某支付了 10万元定金，约

定房产首付款为50万元。

10 月 31 日，双方约定在房产交易中

心见面，支付尾款 240 万元。为保证交

易顺利进行，胡某在付款前，在房产交

易中心查询了该房产状态，确认该房产

有抵押登记。姚某见胡某有疑虑，赶紧

上前安抚：“放心，尾款付清后，就会去

解除抵押，这样便可正常交易，产权证

今天就能办出来。”胡某为尽快完成交

易，选择直接将 240 万元打入姚某提供

的账户。谁料姚某收到尾款后，借故离

开，从此再未回来。焦急的胡某事后在

核查信息后发现，房屋产权并没有解除

抵押，而且姚某手机也已关机，失去了

联络。此时，胡某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急忙报警。

接报后，浦东公安分局惠南分区指挥

部立刻开展调查，并通过外围侦查获得线

索。2017年 11月 17日，民警在祝桥某小

区将姚某抓获，并冻结了 133万元涉案钱

款。

经过调查，姚某因债台高筑，无力偿

还，所以拿到房款后，并未去银行解除抵

押，而是用于偿还债务。目前，姚某已被

刑事拘留，剩余钱款正在追查中。

警方提醒：在房产交易过程中，尽量

选择银行作为第三方资金监管来保护购

房款不被挪作他用。在房产市场，购房者

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了解房产交易中易

出现的法律风险，避免陷入购房骗局。

本报讯（记者 吴燕）你知道吗，哮

喘、I型糖尿病、过敏、肥胖，这些疾病的

发病率越来越高，很可能和肠道菌群多

样性减少有关，而滥用抗生素、剖宫产等

则是“罪魁祸首”。近日，在上海科技馆

举行的第 89 期上海科普大讲坛上，美国

纽约大学教授、美国医学院院士马丁·布

莱泽等专家就这一问题为公众进行了科

普解答。

马丁·布莱泽教授是人类微生物群系

研究的权威之一，在其著作《消失的微生

物》一书中，他深刻剖析了抗生素滥用引

发的健康危机，并从个人及社会层面探讨

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凭借这本书，他在

2015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

力的100人之一。

讲坛上，布莱泽指出，近几十年来肥

胖症正成为世界流行病。1989年美国各

州的肥胖症人群比率不超过 14%，而到

2010年这个数值超过20%。在中国，1985
年仅有极少数在校学生肥胖，到 2014 年

这一数字剧增。与此同时，哮喘、I型糖尿

病、过敏等疾病也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为

什么这些疾病几乎同时在发达国家骤然

增多，并蔓延到了发展中国家？这些疾病

背后共同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体内正在消

失的微生物。”布莱泽介绍，人的身体容纳

了超过 100 万亿个细菌与真菌细胞。这

些微生物帮助人类消化食物、抵御疾病、

合成维生素等，并随着分娩在代际间传

递，守护人类后代的健康。他强调，有益

的微生物会通过母亲的口腔、自然分娩、

哺乳传递给孩子。然而，剖宫产、使用抗

生素等则会切断微生物的代际传递，使得

孩子无法获得有益的菌群。

布莱泽教授感言，抗生素是 20 世纪

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然而人类正面临着抗

生素滥用造成的困境。那些在生命早期

接触了抗生素，却没有获得有益菌群的孩

子，长大后更易患肥胖、哮喘、过敏等疾

病。因此，他强烈呼吁中国母亲：为了孩

子的健康，尽量自然分娩，避免使用抗生

素，以及尽可能做到 6个月以上的母乳喂

养，同时避免让孩子食用被抗生素污染的

食物和水。

本报讯（记者 陈烁）近日，上海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外高桥保税区办事处检

疫人员在对一批来自波兰的货物进行外

包装查验时，截获一只有害生物。经上

海检验检疫局植物检疫实验室鉴定，其

为黑绒绢金龟，检验检疫部门表示，这是

上海口岸首次截获该有害生物。

据介绍，黑绒绢金龟对苗木为害严

重。其成虫是重要的食叶害虫，食性甚

杂，可为害40余科约150种植物。在北方

一些省（区），由于它每年出土活动早、数

量大，常群聚为害苗木、防护林、固沙林

和果树的芽苞、嫩芽，造成严重损失。

据了解，对于该批货物的包装，检验

检疫部门已进行检疫除害处理，以防止

有害生物入侵和扩散。

别了，老兵！

为还债诱使他人购买被抵押房产

女子骗取购房款300万元被抓获

美国医学院院士走进上海科普大讲坛
呼吁中国母亲尽量自然分娩与母乳喂养

上海口岸首次截获黑绒绢金龟

打击黄浦江水域违规捕捞乱象
浦东渔政开展“清江5号”专项行动

轮船长江口遇险 9名船员获救

本报讯（记者 陈烁）日前，在浦东机

场T2航站楼，上海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旅检工作人员在对来自埃塞俄比亚一

航班旅客的行李进行X光机查验时，分别

查获一名中国籍女性和一名中国籍男性

旅客携带穿山甲鳞片，共计超过41公斤，

工作人员对上述禁止携带物予以截留销

毁处理。

据介绍，当天工作人员先是发现上述

女性旅客携带的行李箱X光成像有可疑

点，遂要求该旅客开箱接受检查。开箱

后，发现其中除少量巧克力外，其余全部

是穿山甲鳞片，共27.32公斤。

在该女性旅客离开后大约 10 分钟，

检疫人员在同一航班又查获另一名中国

籍男性旅客，其情况与之前的女性旅客十

分类似，没有其他行李和自用物品，仅带

了一个拉杆箱，其内几乎全部是穿山甲鳞

片，共14.1公斤。该男性旅客承认认识前

一名被查验的女性旅客。

据了解，海关工作人员鉴于情节和数

量考虑，认为两名旅客尚未构成走私，但

穿山甲鳞片属于禁止携带入境物品，旅检

工作人员决定予以截留并作销毁处理。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顾

莉娜）近日，乘客王女士在乘坐 130路公

交车时，不慎遗忘了一个公文包，其中有

金额达千万元的支票，幸得 130 路调度

员、驾驶员的热心帮助，几经周折后，公

文包完璧归赵。

监控录像显示，当天，王女士乘坐

130路公交车至张扬北路东方路站下车，

当时她将一个蓝色公文包遗忘在车厢最

后一排座位上。

下车不久，王女士发现公文包不见

了，手足无措之下，她拨通了 130路博兴

路调度室电话。当班调度员获悉后，马

上安抚王女士不要着急，一定会尽力帮

她寻回公文包。随后，调度员经过核实

时间表，推断公文包可能遗忘在徐建国

师傅驾驶的w1e-44号车上，此时徐建国

的车正在行驶中，调度员发送了调度短

语提醒徐师傅进站后，查看车厢后排座

位是否有一个公文包。

就在王女士急得团团转时，博兴路

调度室终于等到了徐师傅的电话，确认

了王女士的公文包在车上。调度员当即

让徐师傅在站点稍等片刻，并告诉了王

女士公交车所在位置和徐师傅的联系方

式。

“今天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可能明

天我就要失业，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从

徐师傅的手中接过公文包，王女士连连

道谢。

130路乘客巨额支票失而复得

浦东机场截获大量穿山甲鳞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