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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老师谈精神病人家庭护理——

家庭成员精神异常如何应对
精神病与其它内科、外科病一样，

只是一种病。精神病患者与其它躯体

疾病患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身在病中不

知病，意识不到自己有病，故而不主动

就医、拒绝治疗。

面对精神异常的家庭成员，家属该

如何正确处理与对待呢？

第一，发现患者存在某些奇异的征

象时，家属应及时征求医生的建议。

第二，尽早让病人就医，如耽误治

疗，拖延病情，将增加疾病治愈的难度。

第三，做好家庭护理。除生活的照

料，督促其遵医嘱服药外，更重要的是

给患者以心理上的鼓励与支持。家属

是精神病人最密切的接触者，是最重要

的心理保护资源，关心爱护病人，予以

感情的支持和心灵上的慰藉，使病人感

到家庭温暖，保持良好的情绪和心态，

这对于促进疾病的康复和预防会起到

良好的作用。

袁勤，副主任护师。浦东新区南汇

精神卫生中心护理部主任。长期从事

精神科和老年科护理工作，具有丰富的

临床护理和管理经验。

咨询电话：021-68036139

邮箱地址：pdnjyq@163.com

南汇精神卫生中心地址：浦东新区

惠南镇拱乐路2759号

上海嘉甄实业有限公司因业务发

展需求，诚招下列岗位人员，待遇从

优，或作面议。

1、财务出纳人员1名。

2、业务协调人员1名。

3、平面广告设计人员1名。

4、图文制作人员1名。

要求：

1、勤劳肯干。

2、年龄20-55岁。

3、学历大专以上。

4、中共党员优先。

联系人：

周美华：35031039、13671890003
徐雪梅：55100257、13817133823

招聘启事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王治国 浦东报道

当“被告人”和“妈妈”两个身份重

合，当法理和人情面临冲突，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刑庭法官努力寻找到了一条可以

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之路。看守所

内，泪眼涟涟的被告人缪艳（化名）在北

京市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提供的

《代养儿童申请表》上签字，这意味着，她

3 岁多的儿子将由该机构代为看护。据

介绍，构建涉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由社会

救助机构代为看护的完整工作机制，在

上海尚属首家，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在

浦东法院“破题”。

10月13日上午，浦东法院宣判，缪艳

因犯容留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
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元。

“妈妈”被告人将获刑

缪艳是安徽凤台县人。2013年 9月

2 日晚，她负责管理的南码头路某无名

发廊里，容留两名女子银某、左某分别

与冯某等人进行卖淫嫖娼活动，被当场

查获。

公诉机关认为，缪艳为他人卖淫提

供场所，她的行为已构成容留卖淫罪。

而在 2009年 6月 2日，缪艳因犯容留、介

绍卖淫罪被浦东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

月，罚金人民币1000元，2010年1月16日

刑满释放。她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

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

罪，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这起案件由检察院提起公诉后，法院

组成合议庭审理，由于被告人可能被判处

有期徒刑，因此对已取保候审的被告人缪

艳变更强制措施，实施逮捕。这时，缪艳

告诉刑庭法官，自己还有一个3岁的儿子

小祥（化名），如果自己被关进看守所，儿

子将面临无人看护抚养的窘境。

法官认真调查了缪艳的社会关系，

发现她与前夫早已离婚，无法提供联系

方式；联系缪艳户籍所在地村委会，对方

也表示她的亲戚没有能力抚养小祥。

法官为幼儿寻找“新家”

一边是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无辜幼

儿，一边是屡次触犯国法必须处以刑罚

的被告人妈妈；一边是恻隐之心，一边则

是不容亵渎的国法与司法权威。这起案

件怎么处理？法官们苦苦寻找出路。

近年来，涉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无人

监护的情况比较突出，对刑罚的执行带

来很大困扰，浦东法院决定以此为突破

口，进行“破题”。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

础上，刑庭拟定了救助工作流程、委托看

护文书样式等，并召开专题研讨会，寻得

各方协助。在启动救助程序前，事先与

相关单位沟通并形成预案，告知各方做

好准备。启动社会救助程序后，与公安、

教育、民政、司法、心理咨询、铁路交通等

部门就涉及各部门的工作进行沟通协

调，确保被告人的逮捕、未成年人的心理

疏导、社会看护的委托工作顺利进行。

刑庭还与北京市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

心、陕西回归儿童救助中心等公益性组

织积极协调，妥善安排好孩子的接收、安

置、就学等工作，让孩子们有一个安全的

“新家”。

逮捕缪艳前，刑庭法官专门找了一

名志愿者，负责缪艳羁押期间小祥的看

护抚养工作。当庭判决之前，北京太阳

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负责人张淑琴专程

从北京赶来上海接小祥。判决之后，小

祥将前往北京的“家”。

委托社会机构临时看护

浦东法院刑庭庭长曹克睿介绍，长

期以来，以缪艳为代表的这类案件，一直

困扰着司法实践。“比如有些案件，被告

人被判处刑罚之后，必须予以收监，但是

由于没人给小朋友提供相应看护，导致

收监执行困难重重。”这给刑罚执行造成

很大的难题，对司法权威造成了损害。

据介绍，像北京市太阳村儿童教育

咨询中心等社会救助机构，主要是为缺

乏其他监护人的服刑人员的子女提供相

应的生活教育，包括其它方面的看护，保

障这些儿童在父母被判刑羁押之后，仍

有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环境。

“以这起案件为例，小祥只有3岁，由

于他的妈妈涉嫌刑事犯罪，必须被羁押，

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未成年儿童如

何进行看护的问题。”曹克睿说，这类案

件中，由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跟社会机构

签订对双方都是有拘束力的临时看护协

议。在被告人服刑期间，由社会救助机

构对孩子进行看护，等父母服刑完毕之

后，再把孩子从临时看护机构领回。

“这样做的好处，首先及时有效保障

刑法的执行，确保司法权威；其次，能够

较好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权益，有利于

他们的健康成长。”曹克睿说，由于在刑

事审判中涉及这类情况比较多，因此浦

东法院致力于将涉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

助机制建成长效机制。“比如，对小朋友

我们有相应的关护和心理咨询机制，对

社会看护机构，我们也有考察机制。在

小朋友送到看护机构之后，法院将定期

对他们的情况进行了解和反馈。同时，

看护机构如果在看护过程中出现困难，

我们也会及时监督和帮助，通过各个方

面的共同配合，更好地给小朋友成长提

供保障。”

破解涉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无人看护难题

浦东在沪首试社会机构代为看护机制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日前，主题为“建和谐家园，圆人生

梦想”的2014年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

秋季招聘会暨金杨社区创业论坛在浦

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论坛以

“项目选择与市场开拓”为议题，让成功

创业者向创业新手献良策。

当天，3 名成功的社区小微企业创

业代表向创业新手们分享了自己的创

业经历，并就创业者们创业初期遇到的

难题，和与会专家一起提出了自己的意

见。先前一项创业政策需求情况调查

显示，28.32%的被访者认为，创业遇到的

主要困难是“缺乏可行的创业项目”和

“缺乏必需的销售渠道”，这两个困难已

成为不少创业者创业初期面对的一道

难以逾越的沟壑。专家建议，无论是选

择项目还是开拓市场，创业者都应该有

正确定位的意识。

此外，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招聘会

上，金杨新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联合金桥、高桥、三林三个职介所，组

织了 65 家用人单位的 1500 多个管理、

服务、IT 行业的就业和见习岗位参加

招聘活动，这其中不乏社区小微创业企

业的身影。当天共有 1000 余名求职者

参加了招聘会，经过双向洽谈和初步面

试，近百名求职者与招聘单位达成就业

意向。

金杨创业论坛
为创业新手献策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日前，由川沙新镇团委、墨尘美术工作

室发起的“墨尘小小艺术家”系列公益活动

吸引了不少喜欢绘画艺术的孩子。该活动

主要面向喜欢绘画艺术的贫困家庭学生，

为他们免费提供绘画相关课程及活动。

据了解，“墨尘小小艺术家”系列公益

活动包括“甜品中的波普艺术”、“生活中

的桃花源”、“墨尘杯绘画邀请赛”等内

容。其中，“甜品中的波普艺术”是将绘画

艺术与西点烘焙完美结合，让受助的孩子

通过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多元感官共

同参与体验制作蛋糕，让孩子们在甜品中

品味艺术气息。“生活中的桃花源”为期两

个月，内容为体验《玩艺儿》课程，发现美

术多种门类，让孩子们发现，只要运用时

间、用少量的材料，甚至是废旧的材料，就

能创造出美丽的物件。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该系列公益活

动，将艺术的种子以一种更易被接受的方

式扎根于孩子心中，让它在孩子们未来成

长岁月中生根发芽，将艺术传承下去。

川沙孩子争当
“墨尘小小艺术家”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10月12日，2014年“塘桥杯”全国扯铃

邀请赛在塘桥街道文建中学举行。40 余

支来自全国各地的扯铃队伍参加比赛。

塘桥街道在连续举办 8 届上海市“塘

桥杯”扯铃赛的基础上，于今年首次向全国

各地的扯铃高手们发出“挑战书”，将赛事

规模提高到了全国层面。当天的比赛上，

来自浙江、江苏、河南等 8个省市的近 300
名运动员、教练员角逐出了20名优胜奖。

近年来，塘桥街道大力建设地方扯铃

队伍，整个地区参与到扯铃运动中的人数

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了如今的 5 万余

人。塘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以本

次全国邀请赛为契机，为本地扯铃爱好者

提供与全国各地扯铃高手切磋交流的机

会，也为塘桥扯铃水平的突破奠定良机。

全国扯铃高手
塘桥竞技

■通讯员 薛春会 浦东报道

日前，2014“美丽中国·美丽家园”第二

届“陆家嘴金融城杯”上海诗歌大赛颁奖仪

式暨吟诵会暨王晟中国儿童诗歌大赛颁奖

仪式，在陆家嘴金融城文化中心举行。

本次活动邀请著名诗人学者赵丽宏、

季振邦、端木复担任评委。经过认真评

选，诗歌《大上海纪行》获特等奖。

吟诵会上，获奖者们情深意切地朗诵

了自己的获奖作品，评委为他们颁发了获

奖证书及奖金。

诗歌诵读
陆家嘴金融城

主办：浦东新区科协 浦东时报社

科普生活馆科普生活馆

老人常吃哪些食物能保护肝脏
一、优质蛋白
1、大豆及豆制品：其富含优质蛋白

及钙、铁、磷、B族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

分，具有清热解毒、生津润燥功效，并对

机体所需、肝脏修复都是非常有益的。

2、牛奶：属于肝炎患者完美的营

养佳品，其富含优质蛋白、人体易吸收

的乳糖乳脂、多元维生素、钙、磷及多

种微量元素，适量饮用对肝脏是很有

益的。

3、鸡蛋：属于高蛋白食物，其蛋黄

中不仅含有构成人体组织薄膜的重要

材料——胆固醇，而且还参与合成很多

具有生理功能的物质；但建议摄食需合

理，以每天不超过两个为宜。

二、新鲜的瓜果蔬菜
1、葡萄：含有丰富的葡萄糖及多

种维生素，在补益气血，益肝阴，舒筋

活血，暖胃健脾、清热利湿、保肝强肝

上具有一定功效，是肝脏有益的饮食

佳品。

2、蘑菇：属于真菌类食物，其含有

微量元素，可预防肝癌的发生；含丰富

的营养物质，能提高免疫力、保肝护肝，

适宜于肝病患者食用。

总之，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对肝脏

有益的食物，选择性适量食用，对肝脏的

保护与修复是极为有价值的。

连日来，在世博源购物中心一区地下二层开放式广场上，一座形似弯月的大型鱼缸吸引不少游客驻足。作为世博源购物中
心的体验项目之一，该海景鱼缸高约4米，宽为12米，深2米，鱼缸内色彩斑斓的各类海鱼自在悠游，纵横交错，而贝壳星罗的珊
瑚丛则与鱼群相呼应，为前来购物的市民呈现出缤纷多彩的海底世界。

作为后世博发展的“生力军”，世博源购物中心集魅力秀场、人文艺术、亲子娱乐等于一体，试图打造沪上购物中心的新概
念。 □本报记者 陈洁/文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海景鱼缸亮相世博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