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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突然发生的
是新鲜有趣的

是生动感人的

线索一旦采用即付酬金

■见习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早晚高峰，申城街头时常可以看到“咬尾

巴”停在路口的车辆。记者从浦东交警部门

获悉，浦东警方已开始进行“割尾巴”专项整

治，难以取证的此类现象有望在“电子眼”行

车记录仪的辅助下逐渐销声匿迹。

录像当场回放 司机认罚

日前上午8时，正是交通早高峰，记者来

到陆家嘴东昌路浦东南路路口。此时，这段

浦东南路上车流量正在加大，一辆私家车司

机明明看到前方车辆已经堵到了接近斑马线

的地方，还是咬着“尾巴”跟上去。结果，一直

等到信号灯由绿变红，他也没能往前挪动半

步，只好挪到了人行横道斑马线上，再也前进

不了了。交警走上前指出他具体交通违法行

为，谁知司机看到前方车辆动起来，竟然一踩

油门开了几步再停下，然后和交警“扯皮”。于

是，交警把司机带到旁边停着的一辆警车里，

车上装载的摄像头，已记录下他交通违法经

过，录像还能当场回放，司机乖乖认罚。

浦东交警透露，此前他们做过一份问卷

调查，“咬尾巴”是市民最反感的交通违法行为

之一。许多司机明知前方道路拥堵，但因为

是绿灯，还照样行驶，结果堵在路中间，影响了

横向车辆通行，也妨碍了行人和非机动车。

这种做法既不安全，也人为地给道路“添堵”。

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对

机动车滞留路口这一行为有明确规定并附有

相应处罚。例如，机动车遇到前方车辆停车排

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

线区域内停车等候，违者将依法处 100元罚

款。有些交通违法行为还将面临罚分。但因

取证难，交警在处理此类违法时难度非常大。

记录仪取证“瞬间违法”

浦东交警二大队教导员李钱龙告诉记

者，“行车记录仪”是最近才配备的，专门针对

一些取证难的“瞬间违法”。“咬尾巴”是重点

整治对象之一。据悉，此前处罚类似“咬尾

巴”违法行为，交警缺乏取证设备，处理一起

违法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有些司机还会抵

赖狡辩。如今，交警配备了“行车记录仪”，这

让违法者哑口无言。

李钱龙表示，滞留路口现象在早晚高峰

尤为突出，有些司机为抢时间，明知规定却硬

要驶入。近期，交警部门正在开展交通秩序

大整治，针对各类道路交通顽症重拳出击，并

落实常态化管理。交警希望市民自觉配合，

遇到前方拥堵不要强行进入路口等待。

“电子眼”辅助交警“割尾巴”
滞留路口违法现象整治有据

日前，2013全球比基尼小姐大赛中国上海赛区决赛在浦东国际人才城酒店落幕。进入决赛阶段的30位佳丽经过风情迷人比基尼竞秀、时尚经典晚

礼服演绎及才艺表演，充分展示了形体之美以及个人修养内涵。历经比拼，最终冠军由22号选手张杨熙、20号选手吴怡莎并列获得。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影报道

魅力比基尼绽放自我

■实习生 顾凯文 记者 张琪 浦东报道

以“花”为媒，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牵手”

梦妆有限公司，开启一台为期半年的文艺之

旅。近日，首场演出在徐家汇社区文化中心

举行。

记者在现场聆听了一场关于“花”的盛

事：“花之乐”共有14个节目组成，其中13个节

目由孩子们表演，所有乐曲均与花有关。在

今后的半年里，该项目还将先后开展“花之

图”、“花之绘”、“花之文”、“花之乐”、“花之园”

等五大主题活动，用文艺温暖小朋友的心灵。

“花之乐”
温暖外来娃心灵

■记者 张琪 通讯员 李静 浦东报道

12 月 23 日晚 19：50 至 24 日凌晨，东方

医院先后接收 28 名因头晕、头痛、恶心、呕

吐、腹痛等症状来院就诊的急诊患者。东方

医院立即启动急诊应急预案，并上报浦东新

区食品药品监督局进行快速抽样检测，当

晚，浦东新区食药监部门工作人员即赶赴医

院，进行快速抽样检测。经定性检测，疑似

为过量食用亚硝酸盐引发中毒，院方遂对症

处理。至 12 月 24 日上午，28 名患者全部治

愈离院。

记者获悉，此批患者均为陆家嘴一建筑

工地工人，12月23日晚在公司就餐后出现不

适症状。参与抢救的急诊内科医生雷撼介绍

说：28名患者均为 20多岁男性，救护车将其

陆续送入院时，不少人已全身皮肤青紫，连续

呕吐，已有多人神志模糊。

雷撼表示：亚硝酸盐中毒是指食用硝酸

盐或亚硝酸盐含量较高的食品引起的中毒。

亚硝酸盐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多存在于酸菜、

泡菜、咸菜、剩菜、咸鱼、火腿、香肠等食品

中。但成人摄入0.2一0.5克即可引起中毒，3
克即可致死。同时亚硝酸盐还是一种致癌物

质，与食道癌发病率呈现正相关性。

对此，新区疾控方面人士表示，蔬菜不新

鲜、放置时间过久，或在加工中没有腌透，也

会产生亚硝酸盐。据透露，从 2012年 6月 12
日起，卫生部、国家食药监局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决

定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

盐。禁用范围是通过即时制作加工等方式，

向消费者提供食品的单位，比如一些餐馆、酒

店、大排档、小吃店等，不包括食品加工厂等

食品生产部门。

12 月 24 日，上海市食药监部门公布信

息：涉事的建筑工地员工事发前食用过由永

家餐饮公司供应的盒饭，该餐饮公司具备相

关证件，为集体配餐企业。目前，食药监局浦

东分局与公安部门正在对事件发生原因做进

一步调查。

建筑工人中毒
医院及时救治出院

坚守动物防疫的安全防线
——记浦东新区十佳职工职业道德模范浦东新区动物防疫中心万世平

（87）

在浦东有一批从事动物防疫的工作者，他

们坚守岗位，为社会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万

世平便是其中之一。

源头防控

目前，浦东的生猪、牛、羊等畜禽保有量近

百万头，从养殖场到进入屠宰场之前的这一链

条都由动物防疫中心负责。万世平是个 80
后，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年轻、专

业，让他在动物防疫管理岗位干得很出色。

今年，上海周边地区奶牛口蹄疫疫情爆

发，此后又发生黄浦江死猪漂流事件，再加上

H7N9禽流感防控，万世平主动请缨，身赴疫

情防控第一线，积极配合启动新区动物疫病防

控应急预案，组织做好消毒免疫、隔离封锁、免

疫接种等工作，杜绝了重大疫病防控隐患和食

用畜产品安全隐患。

追根溯源

从养殖场到市场，给动物产品配上“身份

证”，就可严把质量关。自2009年两区合并以

来，万世平就承担起了全区动物标识及动物产

品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工作。

此前，这个体系在浦东北片仅试点了 2
年，系统本身具有较大的不成熟性，此外南北

两片动物防疫工作方式上也存在差异。为此，

万世平创新工作思路，积极开展疑难问题调

研，根据调研结果组织反馈解决办法，每年组

织开展一次针对性培训；为提升培训效果，他

还开创了培训问效跟踪机制，构建了具有浦东

特色的追溯体系。

破解难题

基层动物防疫队伍一直是新区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工作开展的难题所在。“防疫员年龄

老化、收入偏低、队伍不稳定，非常需要社会的

关注。”万世平告诉记者，他调查发现，某些镇

只有一名防疫员，一天给动物打防疫针多达六

七千针。

为此，他历时 1年进行调研，最终完成全

区及细化至各镇的调研报告，以此报告为主要

材料向市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获得了上级支

持，使新区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翻倍，达到

500万元，解决了长期困扰新区动物防疫队伍

建设的缺经费、防疫员收入低的难题。同时，

他还建言防疫员逐年更替，使防疫队伍老龄化

现象得到一定程度地缓解。

潜心科研

万世平明白，动物防疫的科学研究没有止

境，为此他醉心于科研，共参加市、区级科技项

目6项，在业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
篇，目前已有多项成果运用于新区畜牧生产和

动物疫病防控，其中，由其主要负责的《浦东地

区奶牛乳房炎病原调查及药物控制研究》通过

成果运用，使新区奶牛养殖业每年可多创利

300万元。 （记者 黄静）
点评：业务技能有口皆碑，工作作风脚踏

实地，职业精神堪称模范，万世平这位科技工

作者用行动影响着每个“疫控人”，影响着每个

“浦东三农人”，为确保浦东新区无重大动物疫

病作出了重大贡献，给市民带来了安全食品，

保障了社会公共卫生的安全。

凭借先进设备平台凭借先进设备平台，，科技人员利用免疫磁科技人员利用免疫磁

珠法进行沙门氏菌检测珠法进行沙门氏菌检测

窦元军同学是上海开放大学浦东东校11
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专业学生，也是

该班班长。八年前，窦元军携家人来到上海

浦东找工作，没有文凭也没有一技之长的他

干起了爆米花的活，每天走街串巷卖爆米花，

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有一天，窦元军偶

然间看到浦东外高桥保税区职业技术学校贴

出了数控机床培训班的招生广告，便心血来

潮报了名。没想到，正是这次冲动，改变了他

的未来。

在认真参加了数控机床技能培训后，经

过刻苦专研和劳动实践，窦元军成为了一名

技术工人。同时，为了系统地学习专业知识，

他先后报读了上海开放大学浦东东校的行政

管理专科专业和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专

业。就这样，窦元军靠一双勤劳的手和顽强

的意志，孜孜不倦地学习，并凭着一股韧劲

儿，在人生之路上披荆斩棘，实现了自己人生

的一次次突破：从街头爆米花工到操控数控

车床工的专技人才；从曾经的普通外来务工

者，变成一名能编写教材的工程师。如今的

窦元军，已成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众多职

业培训机构争相“挖走”的人才。

2012年 11月，上海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以高技能人才引进他，并为他办理

了A类居住证。

2013年3月，窦元军所在的单位上海民宇

飞实业有限公司推荐他为上海市农民工先进

个人候选人员。

2013年11月20日，上海开放大学在上海

教育电视台隆重举办了第六届奖助学金颁奖

典礼，窦元军作为上海开放大学系统特等奖

学金获得者受到重点表彰，并接受了大会主

持人的现场采访。

2013年 12月 8日，窦元军的优秀事迹被

《新民晚报》头版整版报道，这在上海开放大

学办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新民晚报》以标

题为“来沪务工的窦元军从做爆米花到操作

数控机床——‘全脱产’上学充电改变人生

路”大幅报道。不仅如此，作为正在上海开放

大学浦东东校学习的本科大学生，他在荣获

上海开大系统特等奖学金的同时，还荣获了

国家开放大学的奖学金，并被推荐为“2013年

上海十大教育新闻人物”候选人之一。

（李云芳 曹亿方）

从做爆米花到编教材的工程师
——记上海开放大学浦东东校窦元军同学

■通讯员 顾清莉 见习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能帮人算命、占卜、转运、诅咒，甚至能够

直接咒杀别人，这种只有在电影中看到的场

景，竟然在淘宝网上售卖。年轻的女白领林

女士为改善夫妻关系，求助于“魔法师”转运，

竟被骗财骗色……日前，所谓的“魔法师”李

某因涉嫌诈骗、强奸罪被浦东新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现年29岁的李某今年5月份在淘宝网上

开了一家名叫“魔研社”的网店，自称是“魔法

师”，能够帮人算命、转运、诅咒，在网店内出

售相关的魔咒、魔法。开张后，李某陆续接到

几笔生意，骗了好几千元。

5 月底，李某接到了林女士的单子。原

来林女士和丈夫关系不和，已经冷战多时。

愁苦的林女士在网上找到了“魔研社”。李某

给林女士算命，说林女士的命运一直被丈夫

压制，即使有好运也会被丈夫蚕食，无法改

变。看林女士十分着急，李某乘机推销“黑魔

法”，谎称可以改变命运。信以为真的林女士

花了2997元买了这个“魔法”，并催促李某尽

快施法。

李某发现林女士对自己十分相信，就骗

她使用了“黑魔法”，并称为了林女士的安全，

作为“魔法师”的他决定亲自到上海“施法”。

6月中旬，李某来上海。林女士不仅支付了

到上海的机票费用，还在浦东一家酒店预订

了房间。李某以“魔法”为由恐吓林女士，并

强行与林女士发生了性关系。之后，李某假

模假样地开始实施“魔法”。又信又怕的林女

士为了感谢他，将 2万元现金和若干金银首

饰交给了李某。

得手后的李某并没有罢休，回到辽宁后

他化名为“女巫萨萨”与林女士网上聊天，谎称

“魔法师”李某为了帮助林女士，快死了，必须

请同行来相助，否则林女士和李某都要死，而

同行帮忙需要60万元。着急的林女士四处筹

款，通过支付宝支付了14万余元，但“女巫萨

萨”仍然持续不断地催要钱款。林女士这时

才察觉端倪，当她与曾经在李某店中消费过

的网友联系后，终于发现所谓的“魔法”根本就

是一场骗局，愤怒的林女士随即报警。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李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

取财物16万余元，数额巨大；违背妇女意志，

以胁迫手段与妇女发生性关系，故以涉嫌诈

骗、强奸罪对李某提起公诉。

深信“魔法”转运
女白领被骗
淘宝店主被依法提起公诉

■通讯员 费谭浩 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日前，浦东杨高公交将所属16个公交车

队全部搬到了营运一线，成为浦东公交系统

第一个试水者。

车队是公交线路运营的“指挥部”，一个

车队往往管理着数条公交线路。根据浦东公

交“下基层、上线路、到站点、进车厢”的制度，

下属杨高公交将 16个车队全部搬至营运一

线，改变了以往车队办公地点设在公司办公

楼里，车队长采取巡视制度到一线指导运营

的模式。“虽然办公条件变艰苦了，却大大提高

了线路的运营管理效率。”公司负责人表示，以

往需要层层上报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车队

长直接到现场一看就能迅速部署处理。

目前，杨高公交已有 14 个车队进驻一

线，其余 2个车队将在明年年初周东南路公

交枢纽站建设竣工后进驻。

杨高公交全部车队
搬至营运一线

久牵孩子们表演“花的盛事”。 □顾凯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