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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食品品安安全全每每周周谈谈

1、注意养阴润燥
养阴润燥的食物主要有蜂蜜、百

合、银耳、山药、莲子、核桃、芝麻、梨、香

蕉、话梅等。话梅特别适合秋季食用，

中医认为酸甘化阴，话梅酸酸甜甜正好

符合“以润为主，佐以酸味”的养生法。

2、养肺为要
秋季饮食应以滋阴润肺为佳，秋燥

易伤肺，可适当食用如芝麻、蜂蜜、百

合、杏仁、乳品等柔润食品，可以益胃生

津，有益健康。同时可适当多食一些酸

味果蔬，食酸以收之。

3、慎食瓜果
有些人喜欢吃瓜果，尽管秋季凉

爽，但也习惯在饭后吃点瓜果，以为有

助于消化，这一观点大错特错，立秋后，

瓜果类食物都不能多吃，否则会损伤脾

胃的阳气。俗话说“秋瓜坏肚”，吃太

多，也容易造成腹泻等病症。

4、多吃根菜
古人云：春吃花、夏吃叶、秋吃果、

冬吃根。秋冬相接的季节，应季的根菜

大量上市，这时的根菜既新鲜又便宜，

而且耐储藏，特别适合多多食用。像常

见的萝卜、山药等，虽然普通，营养价值

却很大，可谓是“滋补珍品”。

5、少肉多豆
这似乎已成了众人皆知的“秘

密”。我们身边有不少“肉食动物”，其

实按“膳食平衡宝塔”的建议，一个人每

天最好只摄入瘦肉75克，即一副扑克牌

大小的一块。其中，体力劳动者、男性

可以多吃红肉，脑力劳动者、女性及身

体机能退化的老人，应多吃白肉。尤其

是患有肥胖、心脏病、高血压等的人，更

应少吃肉，多吃豆制品。

6、少吃辛辣
秋季人体的抵抗力会明显下降，要

注意饮食上少吃一些辛味辣味的刺激

食物，这类食物会刺激胃肠，引发一些

溃疡及炎症，还会伤及肺部。

7、多吃温食
初秋时节，仍然是湿热交蒸，以致

脾胃内虚，抵抗力下降，这时若能吃些

温食，特别是食用粳米或糯米，均有极

好的健脾胃、补中气的功能。体质、脾

胃虚弱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晨起可

以粥食为主。

8、宜补汤汁
秋季饮食以滋阴润燥为原则，在此

基础上，每日中、晚餐喝些健身汤，一方

面可以渗湿健脾、滋阴防燥，另一方面

还可以进补营养、强身健体。秋季常食

的汤有：百合冬瓜汤、猪皮番茄汤、山楂

排骨汤、鲤鱼山楂汤、鲢鱼头汤，鳝鱼

汤、赤豆鲫鱼汤等。

9、适当进补
中医讲“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要遵

循“不虚不补”、“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

对于体内缺少的，可以补，但必须补之有

度，否则也会造成人体的阴阳失衡。

10、白色润肺
按照中医理论，白色食物与肺部

对应，秋季干燥应多吃白色食物润

肺。白色食物包括梨、百合、莲子、银

耳、淮山（山药）、莲藕、白鲫鱼、鸡肉、

鸭肉、白萝卜、白菜等，可以自制一些

白色菜品。

11、朝盐晚蜜
对付秋燥，谚语有云：“朝朝盐水，

晚晚蜜汤。”意思就是让大家早上喝点

淡盐水，晚上则喝点蜂蜜水，这既是补

充人体水分流失的好方法，又是秋季养

生、抗拒衰老的饮食良方，同时还可以

防止便秘，可谓一举三得。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新区交警、区运管、浦东公交及相关

镇政府等部门采取疏堵结合、增添社区

穿梭巴士等措施的效果显现。目前，三

林懿德社区周边“非法营运”车辆已销声

匿迹。

浦东三林懿德社区占地4.2平方公里，

居民约8万人。社区地处浦东与闵行两区

交界处，为该居住社区配套的大型综合交

通枢纽——芦恒路公交枢纽设在闵行区区

域内。

此前，公交枢纽和懿德社区之间公交

线路稀疏，公交线路难以有效覆盖居民出

行路径，出门“首个一公里”和回程“最后一

公里”成为不少居民头痛之事，“非法营运”

车辆因此“乘隙而入”，屡治不愈。

经过多部门沟通协商，上南公交在原

已开通1034路社区穿梭巴士线路的基础

上，再投入 7辆新车，定向开辟 1122路社

区穿梭巴士，为该社区居民提供便捷的

“点对点”式服务，进一步压缩和封堵“非

法营运”车辆的生存空间。

据悉，至 10 月 31 日，1122 路社区穿

梭巴士已运营 60天，在公交运营时间段

内，“非法营运”车辆几乎销声匿迹，晚上

10时以后，“非法营运”车辆也减少近九

成。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王坚

倪某一个大意，却被“有心”的非法

营运车司机魏某利用，一次打车竟然损

失 2 万元。近日，浦东警方侦破了一起

典型的冒用他人银行卡实施犯罪的信用

卡诈骗案。

今年6月，市民倪某搭乘由魏某驾驶

的非法营运车辆，匆忙下车间将装有身份

证及多张银行卡的皮夹遗忘在后座。魏

某顺手牵羊，根据失主身份证上的出生信

息，猜出了银行卡密码，并在附近的ATM
取款机上分数笔提走现金共计人民币 2
万余元。经过浦东警方侦查，魏某被抓

获。目前，魏某因涉嫌冒用他人银行卡实

施犯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11月2日，“楼组老娘舅”助推法治社

区创建研讨会在东明路街道召开。会议

旨在探讨如何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

新社会治理，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

特点和规律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子。

东明路街道以一个楼组发展一位“老

娘舅”为切入口，积极推动法治、自治、共

治“三治融合”，推进“法治社区”创建工

作。该项工作去年被评为2015年浦东新

区社会治理十大创新项目。

记者了解到，东明路街道居民结构有

“四个多”，动迁居民多、人户分离多、弱势

群体多、征而未迁农民多，以往“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的方式，使社区干部疲于奔

命，治理难度很大。

东明路街道结合自身特点和社区资

源开展了社会治理的一系列探索。街道

党工委书记尼冰介绍，东明路街道有法律

资源、志愿者资源，以及成熟的楼组建

设。2009年，街道注册了新区首家第三

方社会组织“红梅工作室”，结对同盛达律

师事务所，引入第三方力量介入化解社会

矛盾。依托街道志愿者协会平台，吸纳越

来越多具有一定法律服务经验和调解能

力，并且愿意服务社区、热心公益的志愿

者。“在多年有效开展楼组建设的基础上，

我们提出一个楼组发展一位‘老娘舅’。”

尼冰说。

东明路街道一对家住 3楼的老夫妇

被楼上卫生间漏水现象困扰很多年。老

夫妇年过七旬，早年痛失独子，万一在卫

生间不慎滑倒，后果不堪设想。老人找过

楼上业主，也找过物业。可是，物业说，楼

上不配合修理就撒手不管。

漏水一事被同楼居住的楼组“老娘

舅”李阿姨知晓，她和调解员一同看了现

场，并当天联系了楼上业主。原来，楼上

现在住的是租客，房东是对年轻夫妻。男

主人陈先生接到电话就表示以前已经修

过了，上班时间也不方便请假查漏水。

李阿姨请他换位思考，也严厉批评了

他作为邻居不该给老人正常生活带来如

此长久的困扰。经过长达 1个多月的反

复沟通，陈先生最终同意实地检查。调解

员也与陈先生进行了面谈，他表态租客下

月合同到期搬走后全面查找漏水情况，进

行修理。双方当事人在居委签下了人民

调解协议书，并在租客搬走后履行修理。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陈先生非常抗

拒李阿姨的联系，也曾多次挂断电话。“这

也考验了我们的耐心，我们遇事不放弃的

韧劲。通过反复不断的沟通和说服，当事

人最终会被感化，信任感会增强。”李阿姨

认为。

据悉，东明路街道将继续探索“法治

小区”指标性标准化建设，努力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可持续发展的法治小区创建

模式。

此次研讨会是由浦东新区地区工作

委员会、依法治区办、司法局、人民调解协

会、东明路街道联合举办。来自本市党政

机关、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以及部分街道

司法所所长、居民区书记、楼组“老娘舅”

代表等10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

日前，公共艺术作品《种子星球》亮相世纪公园，这是以“远景2016”为主题的首届“上海种子”艺术展的一部分。“上海种子”不仅
仅聚焦艺术、人文，而且创造性地涵盖了科学、技术、医学和生态等多个领域，试图在学科碰撞中激发出新的对话与交流。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浦东新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张杨路受

理处是全市房地产交易最繁忙的受理处，

年受理量占全市六分之一。这里不仅业

务量大，同时由于面向个人房地产交易事

项的门类齐全，遇到的问题也较多。

作为受理科科长，张根萍在基层窗口

岗位上以身作则，带领科室人员立足岗

位，团结合作，坚持创新服务机制、优化服

务流程、细化服务环节、树立服务精神，在

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一流业绩，树立了窗口

新形象。

张根萍把创建“总服务台”品牌作为

抓手，优化和创新“质量管理、业务考核、

测评监督、服务配套”四个机制，提高整体

服务效能。其中，质量管理实行 IS09001
体系：按管理规定、作业指导书、操作口径

的要求，结合中心实际和市民需求，对质

量体系的各环节和相关措施认真改进，做

到无缝衔接。

为保证客户从取号到交易登记受理

不超过 1小时，张根萍专门编写受理 1小

时限时的控制程序，专人按实时监控状况

随时调配；打破平均分配，实行“受理、查

阅、领证、收费岗位计件，其他岗位按系数

分配”的考核制度，提高员工的积极性。

此外，张根萍推行测评监督机制——

在聘用行风监督员定期检查制度基础上，

另外聘请第三方测评公司对三个受理大厅

现场测评，从服务态度、服务语言、举止仪

表、服务纪律、环境设施5个大项、54个小

项进行打分，测评到每个窗口和个人，每月

在单位内网上公布测评结果，按分数高低

进行评比，并纳入绩效考核，提高窗口服务

水准。跟进与窗口服务相关的配套机制：

推行轮岗换岗制度，内、外部办件质量抽检

制度，奖惩制度，政务、党务公开制度等，从

多个侧面促进窗口服务常态长效。

张根萍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群众

满意度。受理窗口实行了综合引导服务：

加强总服务台力量，将领号、咨询、总值班

融为一体，提高效率，缩短群众办证时间。

2013年，“国五条”出台，窗口的限购

查询量井喷，从往常的每天 200多件猛增

至 1300多件。“我们每天晚上 8点都下不

了班，最晚的一次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

1 点，而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两三个

月。”张根萍回忆。

如今，受理窗口还落实“两个优化”，

即优化申请人限购、房产税查询业务流

程，将客户二次办理合并为一次，方便群

众；优化社保凭证核查流程，主动与社保

管理部门协调沟通，争取到与社保联网，

实行现场核查社保凭证，避免当事人多部

门往返。此外，他还推出绿色通道，遇到

老弱病残等有特殊困难的客户，主动上前

帮忙，并引导到“老年人维权及服务窗

口”、“优先服务窗口”，为其提供优先服

务。

浦东召开法治社区创建研讨会

楼组“老娘舅”巧解居民烦心事

增设穿梭巴士 封堵“非法营运”

三林懿德社区补齐交通“短板”

迷糊乘客坐车丢卡被套现
浦东警方侦破一起信用卡诈骗案

坚守基层窗口 提供优质服务
——记浦东房产中心张杨路受理处受理科科长张根萍

《种子星球》亮相世纪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