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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静

昨天，《浦东新区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

解白皮书》正式发布。浦东通过建立全市

首家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建

立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联席会议制度，

初步形成了多方参与、共同化解婚姻家庭

纠纷的“浦东模式”。

预防为先 调解为主

近年来，浦东充分发挥区妇联组织优

势，持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在婚姻家庭纠

纷预防化解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白皮书显示，2018年 6月至 2019年 5
月，浦东开展婚姻家庭预防27987例，占总

体工作比重 40%；化解 42518例，占总体工

作比重60%。浦东婚姻家庭纠纷干预工作

呈现预防为先、调解为主的工作特点。

目前，浦东建立和完善了矛盾排查机

制，联合社区民警、人民调解员、知心大嫂

等群防群治力量以及派驻家庭社工，深入

各居村排查影响家庭安定的风险因素。家

庭社工针对重症妇女、困境儿童家庭、失独

家庭、残疾家庭等弱势群体和家庭开展个

案管理、小组服务、社区活动等干预服务，

推进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的网格化

管理，做实各类矛盾纠纷早发现、早控制、

早处置、早化解。

调解方面，浦东建立了区、街镇、村居

三级婚姻家庭关护中心、站、点，引入专业

力量，提升对疑难复杂纠纷的分析研判和

危机干预能力，比如在区民政离婚登记窗

口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加强婚姻指导、离

婚劝和工作；加强诉调对接平台建设，试行

家事案件调解前置制度，将调解贯穿于家

事案件诉讼全程等。

情感为婚姻家庭纠纷首因

从纠纷数量来看，情感问题占婚姻家

庭纠纷的首位，比例为 57.7%；财产分配纠

纷位居第二。

情感纠纷折射出处于社会变化中家庭

面临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

升，人们更加追求自身的自由与幸福，在追

求自我的价值过程中，个体价值与家庭整

体利益出现了冲突，导致婚姻家庭纠纷。

白皮书指出，在大量婚姻家庭纠纷预

防化解工作下，仍有较多的矛盾纠纷未被

成功化解而最终转化为诉讼案件。尤其是

案件当事人经历过诉讼程序后，可能会有

持续的身心困扰和面临纠纷复发的情况，

这些对其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构成一

定的风险。这类未成功化解的纠纷值得关

注，探究原因和解决路径，可以令今后的婚

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提质增效。

街镇层面成为中坚力量

白皮书的调查结果表明，街镇在婚姻家

庭纠纷预防化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预防工作方面，街镇层面完成了全部

预防工作的 57.2%。化解工作方面，街镇

层面完成22867例，占总量96%。

记者了解到，为使矛盾纠纷尽量在源

头上和早期得以调处化解，浦东将区婚姻

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联席会议职能向街

镇、居村延伸，在36个街镇设立“婚姻家庭

关护站”，在1300多个居村家门口设立“婚

姻家庭关护点”。

其中，街镇“婚姻家庭关护站”主要承

担了三方面的功能：一是加强与区家调委

的联动，整合区域内司法所、派出所、地区

法庭、街道服务办、镇社建办等职能部门，

做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控制、早化解；二

是加强对居村“婚姻家庭关护点”的指导，

统筹家庭社工、知心大嫂、结对女律师、心

理咨询师等队伍力量，引导社会各方广泛

参与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三是努

力探索和实现婚姻家庭纠纷从宣传、教育、

预防到介入、干预、化解的全过程服务，构

建及时的社会支持体系。

郭女士和婆婆同住，两代人生活方式不

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日子一长，孩子教育理

念、生活习惯等琐事就影响了婆媳关系乃至

夫妻关系，丈夫还多次提及离婚。焦虑的郭

女士向川沙新镇婚姻家庭关护站求助。

家庭社工详细了解当事人的需求，与

郭女士的丈夫通过不断沟通，家庭社工还

推荐心理咨询师为郭女士进行心理支持。

同时，委托居民区维权志愿者跟进，以防演

化为家庭暴力事件。就这样，家庭社工为

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搭起了良性沟通的平

台，夫妻二人又能和谐相处，婆媳关系也有

所改善。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新区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白

皮书》显示，在 2018年 6月至 2019年 5月

浦东开展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的 7万

余例事件中，家庭暴力纠纷只占 0.1%，浦

东反家暴工作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

援助体系初见成效。

2018 年，浦东整合区妇联、区司法

局、区民政局、区法院等多方力量，建立全

市首家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

此基础上，2019年初，浦东进一步整合区

委政法委、区妇联、区法院、区公安分局、

区民政局、区司法局等六部门力量，建立

新区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着眼于服务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

解的“全生命周期”，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

减少婚姻家庭纠纷。

家庭暴力就是其中的重要关注点。刘

先生和王女士是一对遭遇“中年危机”的

夫妻。丈夫是家中的顶梁柱，但脾气不好，

妻子喜欢唠叨，夫妻俩经常发生争执，并

引发肢体冲突。夫妻俩来到区家调委寻求

帮助。针对当事人身上存在的诸多问题，

调解员提出改进意见，并细致入微地进行

分析，让双方当事人茅塞顿开。

其实，家庭暴力背后是由来已久的家

庭关系问题。提前预防、干预危机将有效

降低家庭暴力。为此，浦东建立了区、街

镇、村居三级婚姻家庭关护中心、站、点，

引入专业力量，对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婚

姻家庭纠纷疑难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和危

机干预。目前，设在 36个街镇的“婚姻家

庭关护站”以及 1300多个居村家门口的

“婚姻家庭关护点”成为了预防和防范家

暴的重要力量。

这些关护站点通过来访来电、社区民

警及人民调解员反馈、妇女干部及知心大

嫂、家庭社工走访等途径，加强排查预警；

通过自治组织调解、村居调委会调解等，

加强调处化解；通过提供心理咨询、法律

维权服务等，加强服务资源对接；通过申

请街镇司法所、第三方专业机构跟踪调

解、部门协同化解等方式，实现及时转介。

由此，《浦东新区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

白皮书》统计到的 26例家庭暴力纠纷最

终全部化解成功。

此外，浦东还建立健全救助服务机

制，加强居村公共法律服务，将因家庭暴

力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项纳入法律

援助范围；完善“温馨驿站——反家暴庇

护所”建设，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婚

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有效预防矛盾

纠纷的发生、激化。

■本报记者 须双双

长三角文创品牌系列活动日前在

新场古镇拉开帷幕。来自长三角地区

三省一市的众多文创品牌携优质展品

集结亮相，为古镇文创产业发展增添亮

色。

位于海泉街 46号的“缶+文创体验

空间”内，新增了不少文创产品。马克

杯、香薰、丝巾等生活用品被注入创意

和美感的理念，令人眼前一亮；也有门

票、旅游类产品定制成册，以新形式打

包推广给青年市场；还有结合“互联网+
新技术”的缝纫机，为生活方式注入情

怀。

长三角文创新物种展期间，上海青

旅（集团）有限公司、共禾京品、扬州运

河雕版印刷技艺传承保护中心等多家

文创企业、单位为古镇居民、游客带来

精选展品。

于 2014年首次登陆上海的共禾京

品，致力于推广“吃喝美学”。运营经理

孙冬明说：“这几年，文创的受众面越来

越大。这次来参展，主要想进一步宣传

推广中国风系列产品。”

本次活动由新场镇和长三角城市

经济协调会品牌建设专业委员会共同

主办，是双方携手深化新场镇“科创”

“文创”“乡创”融合发展的一次有益实

践，旨在将千年古镇打造为科技产业重

镇、历史文化名镇、生态旅游新镇注入

新鲜活力。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场镇有丰厚

的历史家底，文化潜力很大，而且区位

优势凸显，近年来已吸引不少文创类公

司在此集聚。目前，新场镇已有“缶+”

文创体验空间、311艺术家工坊、“闻山

集”等多个特色迥异的文创空间，并接

连打造新南乡创中心、祝桥村乡创中心

两个乡创样板空间，形成镇域范围内乡

创中心“一南一北”呼应格局。

在当天举办的长三角文创品牌沙

龙上，上海社会科学院、长江三角洲城

市经济协调会品牌建设专业委员会，以

及众多文创企业家集聚一堂，围绕“用

文创的力量，改变我们的生活；用创意

的思想，赋能产业升级”的主题，以圆桌

论坛的形式展开交流、讨论，为新场古

镇推进文创小镇建设建言献策。

本报讯（记者 吴燕）临近岁末，上海

科技馆推出三部贺岁档新片：巨幕电影

《海底猎奇》、球幕电影《火山：创造之火》

《隐秘生命》，将带领观众感受“水深火热”

的极致体验。

地球表面 70%以上为海洋，但人类对

海底世界知之甚少。《海底猎奇》是一部用

3D巨幕摄像机拍摄的纪录片，画面生动、

色彩丰富，将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视觉震

撼。影片带观众前往南澳州、新几内亚和

印度洋—太平洋的神秘海域，深潜至海底，

与那些丑陋怪异、体藏剧毒的海洋生物来

一次亲密接触，欣赏大师级伪装猎手的精

彩表现。片中形形色色的珍奇生物和大堡

礁等美景，不少还是首次被人类拍到。

如果地球也会长“青春痘”，那就是火

山。它是地球释放“火气”的通道，因为它

的“坏脾气”，人们常常将其和灾难一词关

联。事实上，人们都小看了火山，它还是

一个伟大的创造者——没有火山，就没有

大气层，就没有生命，也不会有现在的地

球。《火山：创造之火》由美国国家地理摄

影师卡斯滕·彼得采用 8K数码高分辨率

摄像机拍摄，他带领观众前往世界各大知

名火山，了解火山带给地球和人类或喜或

悲的命运，包括庞贝古城的陨灭等。通过

他的镜头，观众得以近距离观察和体验活

火山的威力和爆发力。

《隐秘生命》则鼓励大家走出家门，近

距离观察身边的生命。不少自然类电影

以遥远土地上的奇异生物为主题，而这部

电影关注的却是人们周围的世界。影片

由安装在洞穴和巢穴内的摄像机拍摄，刚

出生不久的小木鸭为了追寻母亲的脚步，

勇敢地从 10米高的树上跳落；小小驯鹿，

一出生就必须很快站起来……看完电影

你会发现，大自然与人的距离远比你想象

的要近；只要你走出去，意想不到的自然

奇观就在身边。本片荣获国际大银幕影

院协会（GSCA）最佳影片奖、终生学习成

就奖、最佳视觉效果奖，以及 2018年鹿特

丹野生动物电影节儿童奖等奖项。

上海科技馆引进国外科普大片的同

时，也在不断提升科普影片的拍摄和制作

能力。馆方自 2009年开始自主创作科普

影视作品，先后创作了《重返二叠纪》《剑

齿王朝》《熊猫滚滚》等 11部四维科普特

种电影和十余部“中国珍稀物种”科普纪

录片。在刚刚落幕的第 25届中国纪录片

学术盛典推选活动中，原创纪录片《大熊

猫》荣获“短片十优作品”奖，受到观众和

业界一致好评。

本报讯（记者 黄静）第二届浦东新

区BIM技术劳动竞赛颁奖仪式暨应用创

新论坛日前收官。

浦东新区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劳

动竞赛是浦东推进建筑信息智能化的首创

性的竞赛项目，是2019年浦东职工劳动和

技能竞赛十大特色项目之一。自今年8月

启动以来，竞赛组委会在浦东全区范围内

广发“英雄帖”，共收到 11家单位 26名选

手、26个BIM应用项目报名，汇聚了大量优

秀作品。组委会特邀市BIM中心、同济大

学等有关专家组成评委团队。今年10月、

11月，竞赛活动分别开展了市政组、房建组

现场建模比赛，特色应用比赛初赛以及决

赛，经过激烈角逐和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

一批优秀作品和专业人才。

此次竞赛中，前滩世贸中心一、二、三

期的“智慧建筑群管控平台 ICCP”，龙东大

道（罗山路-G1501）改建工程，临港综合区

浩通路（洲德路-三三公路）改造工程暨综

合管廊实施工程，浦东新区行政服务中心

智慧大厅平台一期建设，祝桥镇江镇社区

E3-1地块动迁安置房等项目作品获得特

色应用奖。

浦东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核心承载

区，也是产业工人聚集区，举办BIM技术

应用劳动竞赛，对于紧紧围绕浦东新区

“四高”战略及更高质量发展大局，打造浦

东BIM领域“科技高地”发挥了示范引领

作用。

本报讯（记者 王延）上海迪士尼

度假区方面昨日称，乐园从 12月 2日起

开始使用两台X光机辅助人工服务进

行安检。

游客入园安检指引如下：第一步，

游客取出所有随身物品和包内的电子

产品，放置于置物篮内；第二步，将包放

置于另一个置物篮内；第三步，游客通

过金属探测门，完成安全检查。

现场的指示牌同时提醒游客：在安

全检查过程中，如安检人员有要求，游

客自行打开包袋将可疑物品取出供安

检人员检查。

度假区方面表示，此次使用X光机并

辅助以人工服务进行安检，主要测试X光

机的技术稳定性、效率以及游客反馈。目

前其他安检通道仍然为人工安检。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王

磊）一女子信用卡消费过高，自导自演

家中失窃。因为谎报警情，该女子被浦

东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1月12日下午，居住在唐镇某公寓

的王女士打电话报警称家中被盗。接

到警情后，民警立刻赶赴现场。然而，

民警勘查发现，王女士家中翻动极为混

乱，防盗窗却完好无损，防盗门也没有

撬动痕迹。

根据王女士所述，她离开家两小时

左右，离开时门是锁好的，回来时却发

现房门已打开，进入房间后发现家中被

盗，家中价值2300元的黄金首饰和2800
元现金不翼而飞。民警通过公寓内视

频监控寻找可疑人员，可除了王女士，

并未有他人进入该公寓房内。

面对重重疑点，民警仔细询问王女

士案发时的细节经过，可是王女士支支

吾吾不能自圆其说。于是，民警将她带

至派出所制作报案笔录。最终，王女士

向民警道出了实情。王女士“双十一”

网上买了很多东西，消费上万元。然

而，她无业，家中主要靠丈夫务工挣

钱。银行还款日将近，王女士又不敢和

丈夫直说，才自导自演了这出“家中被

盗”的荒唐剧。

全区36个街镇设立“婚姻家庭关护站”

初步形成化解家庭纠纷“浦东模式”
7万余例家庭纠纷中家暴只占0.1%

浦东反家暴体系初见成效

消费过度后
谎报家中失窃
当事人被依法行政拘留

迪士尼度假区
优化安检流程
乐园入口测试使用X光机

长三角文创“大咖”集聚新场古镇 浦东BIM技术
劳动竞赛收官

上海科技馆上档三部科普新片
观众可从中体验“水深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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