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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上海公安举办
十佳社区民警评选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3月26日，上

海市公安局举办第五届“ 百联杯”十

佳优秀社区民警评选活动总决赛。全

市330余个派出所，4000余名社区民警

参与的该项活动，受到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通过社区推荐、网络海选、专家

点评，刘立文、彭芳、盛舒敏等1 7位民

警进入了总决赛。总评选活动通过社

区故事、真情一刻和嘉宾互动三个评

比环节，最终正式产生了第五届百联

杯“ 十佳”优秀社区民警。上海市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白少康出席活动。

老式公房小区出口多、保安少、难

封闭，自行车偷盗多，社区民警刘立文

偶然从饭店的旋转门得到启发，一扇

既能方便居民的进出，又能有效防阻

陌生人骑车进出的防盗旋转铁门，在

幸福村小区安装起来，效果立竿见影，

非机动车失窃案直线下降。防盗旋转

铁门迅速在全市得到推广和应用，据

不完全统计，1 0年来，全市2000多个

小区安装上了这扇旋转铁门。

面对辖区流动人口多，技防物防

设施缺乏，矛盾纠纷多且繁杂的困难，

社区民警彭芳知难而上，创造了独特

的彭式工作法。

“ 十佳”优秀社区民警评选活动

举办至今，先后选拔评选出50名“ 十

佳”优秀社区民警，发掘出一大批扎

根社区、默默奉献、朴实敬业、亲民爱

民的基层民警，这对于进一步做深、做

宽、做实社区警务工作起到了强有力

的示范带动作用。

移动警务时代
公安APP正式上线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自己车辆的

违法信息、申报户口的审批结果、人

员招募的通知发布等1 5项事关百姓

民生的问题，如今只要用智能手机下

载“ 上海公安”APP，都可以找到答

案。3月26日，上海市公安局举行“ 上

海公安”APP上线仪式，标志着上海公

安从“ 网上服务”正式跨进到“ 掌上

服务”时代。

据悉，作为电子政务的全新形

式，“ 上海公安”APP建设旨在顺应网

民在移动互联网和个性化服务方面

的需求，将“ 网上服务”升级到“ 掌上

服务”的具体应用，进一步提升公安

服务管理工作的效率与水平。目前上

线的有查询车辆违法信息、查看户口

审批结果、网上预约民警、在线咨询

求助、了解公安新闻以及公示公告等

1 5项广受网民欢迎的服务内容。

为确保“ 上海公安”APP正常运

作，市公安局将制定相应的工作规范、

明确运作流程、分清具体责任，并根据

用户数量的变化以及运营过程中的实

际情况，不断加强体制机制保障。

当天上线的还有《 人民警察》

APP及《 东方剑》APP。其中，《 人民警

察》APP主要内容是群众关注的公安

新闻、及时性的防范提示，展示公安

民警的文化生活。《 东方剑》APP着眼

于打造公安法制文学手机阅读新高

地，通过传播公安法制文学，对青少

年进行普法教育，宣传社会主义法制

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美国好莱坞明星安吉丽

娜·朱莉于3月24日通过《 纽约时报》

公布：担心罹患卵巢癌，她已经预防

性切除了卵巢和输卵管。对此，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副主任医师康

玉表示，癌症往往由多种因素决定，

消除所有风险是不可能的，预防性切

除在国内很慎重。

两年前，安吉丽娜·朱莉被检出

BRCA1 基因突变，选择切除乳腺即引

发轩然大波，此次又摘掉卵巢，又引

发关注。她写道，由于自身某种抑癌

基因的缺陷，患卵巢癌的风险为50%，

而患乳腺癌的风险为87%。她想让其

他女性也知道，检查结果是阳性并不

意味着直接要去手术，应选择对你个

人最有效的方法。

对此，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副 主 任 医 师 康 玉 说 ， 大 部 分 人 对

BRCA1 /2这一名词是陌生的。BRCA1 /2

其实是乳腺癌易感基因1 和2，本身是

“ 好”的基因，具有抑制恶性肿瘤发生

的作用，可当它摇身“ 突变”时，这种

保护作用就没有了。一般BRCA1 /2基因

突变者患乳腺癌的风险是80%，但在

卵巢癌的风险分布不同，BRCA1 基因

突变者患卵巢癌的风险是55%，BRCA2

基因突变者患卵巢癌的风险是25%。

康玉说，对于BRCA1 /2突变者，预

防性切除输卵管卵巢的好处是降低

乳腺癌或卵巢癌的患病风险。但由于

该基因与众多癌症发生有关系，如除

了卵巢癌，还和大肠癌、腹膜癌、内膜

癌等有关，切除卵巢并不降低其他相

关癌症的发病风险。但是，弊端也显

而易见，卵巢主要是内分泌和排卵两

大功能，切除卵巢对女性有着重要影

响。“ 随着雌激素下降，女性会出现潮

热、烦躁、睡眠差、骨质疏松等围绝经

期症状，同时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

险也会增加。”康玉表示。

那么，朱莉这样未雨绸缪是否可

取？康玉认为，对朱莉来说，这样的选

择是有必要的。因为她不仅有BRCA1

突变，而且她有明显的家族史———母

亲、姨妈、外祖父母、舅舅、阿姨都有

癌症病史。而据报道，这次是发现了

卵巢囊肿，虽然血液检测肿瘤标志提

示可能是良性肿瘤，但因有前两点的

存在，因此朱莉在医生建议下选择了

切除卵巢输卵管。

康玉表示，BRCA1 /2突变属于“ 常

染色体显性遗传”，一般无法预防。若

BRCA1 /2突变并有肿瘤家族史，可在

40岁左右进行预防性卵巢输卵管切

除。但在国内，对于很多未生育女性，

预防性切除在国内从伦理到学术一

般都很慎重。

恋爱受对方母亲首肯8成左右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恋爱时

获得对方母亲首肯的比例均在八成

左右，而女性遇到的阻力相对更小，

男性为77.8%，女性为80.2%。但分别仍

有4.9%的男性和4%的女性顶着未来

岳母或婆婆的反对声坚持了下来，最

终喜结良缘。

有学者发现，父母反对子女择偶

对象的原因中，社会经济条件占比最

高。本次调查也显示，在已婚者受访

者中，收入越高，恋爱期间获对象母

亲支持的比例越高，其中低收入获得

比例为78%；中等收入为79.1 %；高收

入为85%。

西部地区的恋人们违抗母命结

婚的比例全国最低，为3.4%，中部地

区顺应母意结婚的比例全国最高，占

80.6%。而东部和东北部则更以自己

的意志为主，东北人获得支持而结婚

的比例最低，为76.8%，而东部居民顶

着反对结婚的比例最高，为5.2%。

全国各省份中，最有反叛精神的

是贵州人：顶着对方母亲的反对声结

婚的超过了一成，达到1 2.7%，陕西人

的婚姻最顺利，96.2%的人婚姻都受到

对方母亲的支持。全国对子女婚姻最

支持的丈母娘/婆婆排行榜中，上海排

在第1 6位，为78.7%。

7成以上上海女婿受丈母娘疼
过去有民谚感叹“ 丈母娘看女

婿，越看越喜欢”。已婚人士告诉你，

只有3.7%的女婿不受丈母娘待见，

71 .7%的女婿还是沐浴在丈母娘的疼

爱里的，其中1 6.4%的女婿还认为丈

母娘对自己“ 非常疼爱”。

数据显示，收入越高的女婿，越

受丈母娘疼爱。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是最受欢迎的女婿，婚后有高达76.2%

受到丈母娘疼爱，为所有职业最高。

上班族中最不受丈母娘青睐的是体

力劳动者，仅65.6%的女婿认为丈母娘

疼自己。

从地域来看，东北女婿牢骚最

多，认为丈母娘疼自己的仅六成，居

各地最低。具体到省份，陕西丈母娘

最疼女婿，在三十一个受访省市中居

首。而全国最“ 惨”的则是四川、贵州

和辽宁的女婿，分别仅有47%、47.1 %

和49.7%受到丈母娘疼爱，也就是说

这三省中超过一半的女婿都没感受

到来自丈母娘的爱。

上海在这一排行榜中排在第1 2

位，73.6%的女婿认为受到丈母娘疼

爱。

中国夫妻一成半是“ 妻管严”
“ 世间的丈夫，无不爱其妻也，积

爱成怕”。在全国范围内，有1 6.7%受

访家庭是“ 妻管严”，6.6%是“ 夫为

贵”，而68.4%夫妻间平等相待，都不

怕对方。

从全国看来，各地域“ 怕老婆”

的比例都高于“ 怕老公”。东北家庭

中妻子的地位最高，“ 妻管严” 的比

例为1 9%，各地域中最高；而中部地区

超过一成（ 1 0.4%） 的老婆怕老公，

“ 夫为贵”比例全国最高。

各省份中，最怕老婆的是宁夏和

浙江，比例近三成，宁夏为29.6%，浙江

为29%。而河南则是最推崇“ 老公至

尊”的省份，有1 9.1 %的家庭中妻子

“ 怕老公”，居全国之冠，也是唯一一

个“ 怕老公”的比例高于“ 怕老婆”

比例的省份。

历来被认为“ 怕老婆”的上海老

公 怕 老 婆 比 例 排 在 全 国 第 7，为

24.0%。

全国婚恋地图发布 七成上海女婿认为受到丈母娘疼爱

“ 怕老婆”上海排名全国第七

安吉丽娜·朱莉切除卵巢再次引发热议

预防性切除不能消除所有风险

某知名调查机构近日发布全国婚恋地图。据今年3月针对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石家庄、太原、呼
和浩特、武汉、长沙、郑州、广州、深圳、南宁、海口、济南、青岛、南京、合肥、杭州、宁波、福州、厦门、南
昌、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西安、银川、西宁、兰州、乌鲁木齐、昆明、贵阳、成都、拉萨等36个城市进
行的入户调查，受访者年龄为18岁以上，共获得4656个成功样本。调查发现，7成以上上海女婿认为受
丈母娘疼爱，上海老公“ 怕老婆”排在第七。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俞霞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