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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6月 3日，浦东第二届扶残助残、自强模范

等五个“十佳”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奖典礼

在浦东文化艺术指导中心惠南分中心举行，

500多位观众见证了“感动浦东”的一刻。

此次颁奖典礼颁布了浦东第二届十佳残

疾人工作者、十佳扶残助残先进个人、十佳残

疾人家庭、十佳残疾人自强模范及十佳扶残助

残先进集体。或是身残志不残，或是积极为残

疾人服务，他们用行动诠释着不一样的人生。

徐爱萍是位残疾人兵乓教练，她因小儿麻

痹症导致肢体三级残疾。身体的残疾不能阻

碍她成长。她喜爱乒乓球，1994年曾代表国家

残疾人乒乓队参加第六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

获得乒乓球单打冠军，当时受到了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亲切接见。2005年，她带领残疾运动员

参加青少年夏令营乒乓球比赛，取得佳绩。

2008年，她带领上海市残疾人参加上海市乒乓

球比赛，获得第二名。她发挥特长，将培养残

疾儿童运动员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其先进事迹

使她获得了“十佳残疾人自强模范”称号。

获得“十佳残疾人家庭”称号的殷彬松家

庭是个双盲家庭，夫妻俩是盲校同学。妻子吕

佩英在盲校学会了弹钢琴，改革开放后，殷彬

松辅助吕佩英组建了盲人电声乐队，去各种场

合表演。退休后，夫妻俩参与新区残疾人艺术

团组建工作，妻子现在艺术团担任唱歌、电子

琴老师，经常协助街道盲协组织文艺演出。

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是所专为听障、智

障、脑瘫儿童提供教育的学校，成立于2002年，

现有 300多名学生。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学

校在脑瘫儿童教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学校在上课的同时融入康复训练，形成的“浦

东新区脑瘫儿童康复与教育的实证研究课题”

于去年获得全国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学校

为这些特殊儿童及其家庭带来了希望，这次获

得了“十佳扶残助残先进集体”称号。

获得“十佳扶残助残先进个人”的朱玉兰，

是三林镇助残服务社助残员。5岁时，她因小

儿麻痹症落下病根，腿脚行走不便，但她始终

帮助着社区残疾人、孤寡老人，曾多次获得先

进个人、先进共产党员称号。

据悉，浦东“五个十佳”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的评选每 3年进行一次，每次都会涌现出许

多感人的故事，正如颁奖典礼的主题一样，他

们的生命在“阳光下绽放”。

■本报记者 洪浣宁 浦东报道

日前，浦东聘任第二届“特约教育督导

员”、“人民教育督察员”。聘任仪式上，特约

教育督导员、人民教育督察员代表分别发言。

据了解，特约教育督导员、人民教育督察

员是由新区政府聘任的、热心教育事业和公

益服务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以及人

大代表。他们为浦东教育均衡化发展献计献

策，更好地保障新区教育公共服务的公平与

质量。副区长谢毓敏出席聘任仪式。

■通讯员 唐同轨 韩大方 浦东报道

5月 29日，浦东龙东大道北侧的汤臣高

尔夫园区 8 期 555 号的 700 余平方米违法建

筑，在浦东城管、东湖物业管理人员的监督下

被拆除，并恢复原貌。就在不久前，园区内

479栋别墅中有 85%因业主违法搭建，已被中

止了房产上市交易的资格。

3 年前，徐某购置了 8 期 555 号别墅后，

便以围栏遮蔽，大兴土木，即在原有的别墅

两旁从底楼开始，一直至三楼的房顶“横扩

竖升”，违法兴建增加了 700 余平方米的面

积，比原建筑面积增加了 1.62 倍。最近，曾

对管理、执法部门的劝阻置若罔闻的徐某准

备出国定居，但因房产的上市交易资格被中

止，而请求有关部门“解冻”。然而，“只有拆

除违法建筑才能上市”的答复，使徐某只好

耗资 30余万元，叫来施工单位，将违建部分

“自纠”拆除。

在汤臣高尔夫园区，类似徐某的违建绝

非个案。E115号业主徐小姐，曾欲将别墅“挖

地三尺，改头换面”。然而，在关键时刻就被

多方叫停。目前，因不能出具有资质单位提

供的恢复别墅原貌的施工图、施工方案等仍

处于停工状态。N18号业主擅自搭建的80平
方米违法建筑，也因被中止了房产上市交易

资格而于日前自行拆除。

近年来，高档住宅小区搞违法建筑屡禁

不止，究其原因，关键是高档住宅小区违法

建筑“发现难、取证难、拆除难”。而汤臣高

尔夫园区的违建问题之所以能得到有效破

解，源自各部门的齐心协力。东湖物业公司

周经理说，所在地张江镇党委、政府的高度

重视，浦东城管的规范文明有效执法，张江

房产办事处的鼎力相助，是拆违成功的关

键。

■见习记者 黄广萌 浦东报道

采访当天，陈月梅刚刚结束通宵加班。眼

前的她，眼圈有些发黑，略显倦容，但精神依旧

焕发。“‘陈支’的精神比我们小伙子都要好，我

们自愧不如。”浦东治安一支队特别巡逻队大队

长张振说。

听到这话，陈月梅爽朗地大笑起来，这是她

的招牌动作。陈月梅个子中等，短发，说话语速

快，高兴时能像男人一样仰天大笑。夏季最常

见的着装，除了一身公安制服，就是纯棉的短袖

T恤配牛仔裤。但办公桌上那张穿着警服的艺

术照，还是流露出女性爱美的天性。

谈起最近的工作，陈月梅说：“无非就是打

黑、扫黄、查赌，甚至捣毁假烟假酒窝点等与老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保障浦东治安大环境

的安全有序。”

200人团队的领头人

对于自己获得的种种荣誉，陈月梅一再强

调自己并非女超人。“我身后有一个200人的团

队，个个都是棒小伙。再大的事，我们也不怕。”

这支保障浦东治安大环境安全的200人团

队，就是陈月梅带领的“一科三队”。所谓“一科”，

就是治安管理科，负责全区行业、场所的管理；所

谓“三队”，就是以打击赌、嫖恶性案件为主的行动

大队，专攻新国际博览中心反扒的便衣队和整治

街面“黄、赌、毒”等治安突出问题的特别巡逻队。

“一科三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战绩”，莫

过于世博前夕的“柏老大”案件，这是 2010年 3
月初打掉的寻衅滋事团伙。农历春节前夕，陈

月梅获得了一条线索：在北蔡御桥某农贸市场

内有一股以“柏老大”为首的“菜霸”，长期欺行

霸市。可当民警走访调查时，慑于“柏老大”的

淫威，没有几个群众敢于站出来报案。

陈月梅知道他们的顾虑。这些摊贩多是来

沪人员，在浦东人生地不熟，就怕万一举报了，

处理不了，反而遭到报复。怎么办？陈月梅下

定决心：办！不仅办，还要办成“铁案”，让老百

姓看到警方打击恶势力的决心和能力。

在接下来 1个多月的侦查中，民警对这个

团伙的人员情况、活动规律进行了全面走访。

发现“柏老大”已改行干起了“敲墙洞”、“封阳

台”的装修生意，并想在近期通过暴力包揽某新

建小区的全部“敲墙洞”生意。陈月梅觉得，将

这个团伙一网打尽的时机到了！3月5日下午，

当柏某等人在该小区内聚集、意图行凶时，被警

方当场抓获。25名对象悉数落网，查获管制刀

具2把、圆形木棍24根及涉案车辆5辆。

看到嚣张一时的“柏老大”被警方抓获，曾

经敢怒不敢言的群众拍手称快，口口相传，纷纷

鼓起勇气前来报案。一名连夜从苏州赶来报案

的群众给陈月梅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看见民警

就赶忙抓住民警的手说：“警察同志，你们做了

大好事啊！我不怕了，我要报案！”

除此之外，陈月梅“一科三队”更多的工作

是默默无闻地保障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说，

打击黄牛倒卖假票这样的任务，不出状况老百姓

是感觉不到的。可是，一旦打击不利，一个座位

就多出三四张甚至更多的票，在群众中就会产生

恶劣影响。”陈月梅介绍，“去年滚石30年上海演

唱会的案件就完成得非常漂亮。”2011年10月，

浦东警方雷霆出击，一举捣毁了假票窝点，当场

查获假门票1673张，涉案金额达260余万元。

体能业务家庭三挑战

谈起个人成长经历，陈月梅显得十分平静。

1990年，陈月梅从上海第一人民警察学校

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黄埔分局洋泾派出所

工作。她干过户籍警、治安警、警署的治安队副

队长、派出所副所长。2009年1月，陈月梅出任

浦东公安分局治安一支队副支队长，也是上海

18个分局治安支队中唯一分管“打击”的女副

支队长。

“这样的转变，对我来说是体能、业务、家庭

三方面的挑战。”陈月梅说。

“体能方面，我肯定拼不过小伙子。”陈月

梅说。世博期间，陈月梅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天

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左右，这还不包括大案要

案时的通宵加班。高强度、高要求的工作，带来

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体力考验。面对这一切，

陈月梅始终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和清晰的思路。

队里不少 30来岁的年轻小伙子说：“‘陈支’的

工作状态让我们自愧不如。套用一句京剧《沙

家浜》中的唱词，就是‘这个女人，不寻常’。”

业务方面，陈月梅感到挑战更大。“以前，在

街道派出所，只要把任务完成就可以了。现在，

带领分局治安支队，不仅要把任务完成，还要指

导基层。上任以来，我就不断学习，各种法律业

务书都要看。”当记者问道：“人到中年，还要重

新开始学习，能学得进吗？”能！陈月梅的回答

干脆而响亮，“这些知识都是工作中需要用到

的，学起来更有劲。”

“家庭方面，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家人。有

帮助我照顾家事的父母，还有帮助我照顾父母

的兄弟姐妹们。”别看陈月梅工作十分忙碌，但

对女儿的教育却有她的一套。“我们家一直给女

儿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从不逼着她补课。有

时间，就让她弹琴、画画，但从不逼她考级。唯

一硬性要求的，就是让她多参与体育比赛。一

方面是锻炼身体，另一方面是锻炼孩子接受挫

折的能力。”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也常常受到挫折。”陈

月梅说，治安案件的侦查与刑事案件大有不同，

刑事案件一般待发案后，根据线索查获嫌犯。

而治安案件则需要在案发同时，主动介入，将嫌

犯“抓现行”。就是这样的工作性质，让陈月梅

和她的队友们常常在黑夜中焦急地等待，有时

却一无所获。

这样的付出，值不值得？“当然值！”陈月梅又

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个人的一点牺牲，能换来

一方的平安，对我而言就是一件最幸福的事。”

别样人生 在阳光下美丽绽放
浦东表彰残疾人工作“五个十佳”

颁奖典礼上，我的梦残疾人艺术团表演舞蹈《千手观音》。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党外挂职干部
浦东谈体会

新区红十字会、教育局慰问大病患儿

“生命绿卡”让
折翅天使重展双翼

浦东聘任教育
督导员督察员

三方联手整治高档小区违法建筑

“汤臣”85%别墅因违建中止交易

人物档案：
陈月梅，女，中共党员。她带领的浦东

治安一支队，是全市首屈一指的专业力量。
从警至今，曾先后荣获“浦东新区十大杰出
青年”、“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世博安保先
锋”等荣誉称号，荣记个人三等功2次，获嘉
奖9次。2012年5月，获“全国优秀人民警
察”光荣称号。

把大案办成“铁案”的公安女将
——记2012年全国优秀人民警察陈月梅

■通讯员 李勤 浦东报道

6月 1日，今年 6岁、身患白血病的王云

（化名）度过了一个特殊的儿童节。当天，新

区副区长谢毓敏、新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丁超英、及新区教育局副局长郁时炼一行，来

到王云小朋友家中，为她送上慰问金、慰问

品，以及节日的美好祝福。

据了解，王云小朋友于2009年11月被诊

断为白血病。至今年 2月，小小年纪的她已

经接受了 18次化疗和 10次放疗。令人欣慰

的是，目前疗程已全部结束，她的身体状况尚

可。从王云发病至今，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已

为其解决医疗费用 20余万元。当谢毓敏副

区长微笑着鼓励她战胜疾病、快乐成长时，她

的家长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连道谢。

与此同时，家住峨山路的陈星（化名）一

家也迎来了新区红十字会和新区教育局领导

的关怀和慰问。今年 18岁的陈星就读于塘

桥中学，2008年确诊患了白血病。陈星的母

亲退休在家，全家仅靠父亲退休后外出打散

工维持家庭开支。从她发病至今，少儿住院

互助基金已为她解决医疗费用30余万元。

新区红十字会和新区教育局始终关注着

本区大病小朋友的生活和健康状况。被誉为

孩子“生命绿卡”的少儿住院互助基金，仅在

2010学年就为新区住院的17967人次少儿支

付医疗费用 2826.54万元，为全区 12086名低

保大病患儿中的689名患儿支付住院医疗费

用 129万余元。2011学年，全区共有 609家

单位参加了少儿基金，参加人数 460216名，

金额 3681.73万元。2011年，新区红十字会

携手新区教育局建立了学校博爱基金，募捐

资金近70万元，专门用于特困少年儿童的大

病等救助。今年“六一”儿童节期间，全区

138名大病儿童得到帮困慰问，慰问金额14.2
万元。

■见习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6月1日，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浦东实践锻

炼基地第二批挂职工作季度交流会举行。会

上，来自民主党派的 5位挂职干部作了交流

发言。

去年 2月，上海市委统战部与浦东新区

区委共建“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浦东实践锻炼

基地”，5位来自民盟、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

的代表在浦东完成了一年的挂职锻炼工作。

今年 2月，第二批挂职工作启动。第二批党

外代表来自民革、民盟、民建、农工党及无党

派，其中4位是大学教授，1位是高级工程师，

分别挂职于浦东建交委、财政局、卫生局、金

桥管委会、张江管委会，并担任要职。

在交流会上，挂职干部们表示，在短短 3
个月的工作中，体会很多，也融入了挂职单

位。挂职于建交委的由文辉说，最近在忙着

商飞基地配套道路、新农村道路等的推进工

作。随着工作的开展，体会到自己专业知识

的匮乏，在建交委交流是个很好的学习机

会。来自农工党的梁鸿说：“在卫生局工作的

3个月中，感受到政府做的是实际的工作，今

后思考问题有了不同的角度。”

据了解，建立“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浦东实

践锻炼基地”，是上海统战部贯彻中央有关文

件精神，为党外代表人士提供多渠道、多层

次、多岗位的实践锻炼机会，推进党外人士队

伍建设的创新举措。

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捷，浦东区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庆善，民革、民盟、民建、

农工党市委领导等出席交流会。

■本报记者 洪浣宁 浦东报道

6月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交往中心

新版官方网站（spiec.pudong.gov.cn）正式开

通，原老网站 siec.pudong.gov.cn随之关闭。

今后，官方网站将成为浦东对外交往的

信息中心和重要窗口之一，为推动浦东与世

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合作起到重要宣传

和引介作用。同时，该平台提供了丰富的外

事服务信息，能更好地服务客户的出入境业

务办理需求，服务新区的二次创业。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交往中心成立于

1993年。19年来，国际交往中心伴随浦东的

开发开放共同成长，业务不断开拓，已经发展

成为浦东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在商贸、文化、教

育、旅游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的重要联系枢

纽之一。

浦东国际交往中心
新版官网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