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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消费长三角”行动推进会
暨异地异店退换货活动日前在上海
启动。会上，首批长三角异地异店
退换货企业代表在线签署承诺书，
飒拉(ZARA)、来伊份、海澜之家、吉
利汽车、银泰百货、三只松鼠等共计
67 家知名企业承诺自愿参与长三
角异地异店退换货活动。

沪苏浙皖四地市场监管部门联
合开展“满意消费长三角”行动，致
力于打造消费权益有效保障的长三
角满意消费环境。去年 7 月，上海
率先启动线下零售企业“七日无理
由退货”服务承诺，随后线下“七

日无理由退货”在长三角全面铺
开。

今年，以“政府鼓励倡导、企业
自愿承诺、承诺即受约束”为原则，
上海牵头制定《“长三角地区异地异
店线下退换货”服务承诺工作指
引》，明确在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和安徽省区域内做出异地异店线下
退换货承诺的直营店、加盟店、专柜
等业态的经营者，应当在其营业场
所醒目位置明示异地异店线下退换
货实施细则。在销售商品过程中，
应当主动向消费者详细说明异地异
店线下退换货的商品品种、范围、时
限、流程等注意事项。

长三角地区的消费者可在经营

者承诺期内(不少于 7 天)，凭消费
凭证到经营者认可的线下退换货直
营店、加盟店、专柜等(以经营者
承诺为准)退换货。消费者提出异
地异店线下退换货的有效期限，自
经营者出具消费凭证次日起计算。

自满意消费长三角行动开展以
来，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以“满意消费
长三角”等活动为契机，释放消费潜
力，提振消费信心，各区结合区域特
点形成一区一特色：徐汇区围绕商
圈集中的特点，着力打造一批放心
消费“满意商城”，积极引导区域内
的电商平台创建“放心消费电商平
台”，让百姓感悟创建，感知实惠；青
浦区在国家会展中心区域、奥特莱

斯以及朱家角古镇等开展放心消费
创建活动，服务保障两届“进博会”
成功举办；浦东新区围绕打响“全球
时尚新高地”名片，积极搭建“两区、
十圈、一网、多点”的多层级消费维
权网络；黄浦区在南京东路、豫园、
打浦路、半淞园建立了四个放心消
费创建活动联络点，并设立全市首
个商圈巡回审判(调解)工作站，以
点带面优化消费软环境。

据悉，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将围
绕服务“五五购物节”进一步做好服
务工作，营造品质消费环境，提升
消费者感受度和满意度，推动优化
营商环境，助力打响上海“四大品
牌”。

●我出生在南街，小时候，街坊男女老少都叫我外来妹，到镇小学读

四五年级时，他们不约而同地称呼我南街姑娘。一是我发育长了身材，长

相与街上玩的当地小姑娘一样漂亮可爱；二是父母亲待人厚道，认可了我

们一家子，被纳入了南街人。

南街，是我父亲、母亲打拼的地方，历经数十年春秋，立足异乡，依靠小

镇，融入街坊，成为当地人。小镇的每一次变迁，也是人在发生变化。老街

北移，遂成热闹的新市镇。从此，老街有些冷清，却不显萧条，被人称作南

街。南街居住的老街坊很多搬走了，空出老房子租给外来创业或务工者，

各色小商店星星点点码在狭窄的街道两边，小店铺之间有几家奢侈的美甲

店，皮包店，也有发廊、足浴店，以及面店、小饭馆，表面上看铺子挤挤挨挨，

但大多生意平平，好在像我父亲这样的小老板，并不抱发大财的心思，守着

店铺，谋一日三餐，时日久了，南街溢出的烟火气，以及天长日久生出丝丝

缕缕的联结，再加上门面租金便宜，舍不得离开，就一直坚守。

父亲经常提起二十多年前的事，说我出生的时候，现在的“穷人街”南

街，是富庶之地，来此开铺子做生意的外来户，付出辛劳，凭一技之长站稳

脚跟。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本地几乎家家都是独生子女，外省年轻人在

南街结婚，也得遵循当时政策。

我就是南街的独生女，记得六岁时，随父母亲第一次回甘肃山区老家，

亲戚来看我们一家人，故意在屋里寻来寻去，夸张问道：就带来闺女，怎么

儿子没有带回？母亲尴尬地把我搂入怀里，随后粲然一笑，对亲戚说，我家

就一个上海宝贝！

奶奶装作没听见亲戚的絮叨，反而客气地招呼一大群小孩，介绍这四

个娃是谁家的，那三个娃又是谁家的，可能嫌我家孩子少，也许是我理解错

了。但是，我目睹这些娃儿个个穿戴破破烂烂，黑不溜秋，一副山乡孩子的

模样。大伯父跟着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还有印象，他说小侄女是上海小囡，

小衣小裤高级，人最漂亮，一个顶仨，将来肯定最有出息。

老家那时真穷，一面是寒冷的青藏高原，一面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

但我的爷爷、奶奶等长辈偏偏居住在那里。我老家那个村子里，有红色的

岩石，黄色的沙子，幽深的嘉峪关讨赖河大峡谷，这个地方降雨量少，很难

种出好庄稼，即便种出一些小麦等农作物，想进趟城卖点钱，花在路上的时

间和盘缠，还不如不卖呢，净赔钱。大伯父跟我父亲说，小弟，你的眼光看

得准，当初年纪轻轻离开家人，虽是一种无奈，但选择本身没有错，老父亲

不会怪你的。

我知道大伯父说的意思，因为我父亲刚满十八岁，独自出远门打工。

在火车上，与几个家乡年轻人碰到一起，聊起去哪里落脚能找到一份吃饱

饭的工作。父亲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方向，想过转几趟车，花完出门时凑的

一点钱，就下车，哪怕捡废品对付一阵子，只要不饿肚子就行。那几位结伴

寻事做的老乡，有的说先去广东碰碰运气，有的说海南名气响，可以跑岛上

试试。有两位姑娘认为，广东好一点，工厂多，找工作容易。最终，他们寻

梦第一步，踏上珠江三角洲惠州的土地。其中一位姑娘叫宁青兰，长得白

净，细眉大眼，未说先笑，惹人喜爱，多年后成了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和他的伙伴们，很顺利找到一家沙发厂工作。这家外资企业

有六百多员工，都是内地来的年轻人，写字楼白领也是全国各地南下打工

人群，所不同的是他们有学历，管理能力强，工资高，福利待遇好。父亲这

些伙伴，没学历，没经验，工资不高，但有吃、住的地方，对这群大山里的青

年来说，已经感到很满意。在这家工厂工作一段时间，有几位发现与自己

的梦想太不一致，活累，工资又少，第二年就跳槽了。父亲和宁青兰始终没

有挪窝，不怕吃苦流汗，在山里的童年、少年时期，有时饿得前胸贴后背呢。

●父亲有一副大块头身板，敦实，干活不惜力气，工友之间从不计

较，分内活勤快干，分外活揽着干，车间流水线到处闪动着他的身影，一线

女工成了辅助，省掉她们不少力，都说父亲是一头能吃苦耐劳的牛。父亲

憨厚地笑笑，说句：我是男人！父亲这种纯朴、认真、有担当的秉性，很受上

海来的总经理赏识，敬父亲是一位大山里闯荡江湖的汉子，让人事部门调

整父亲的工作，被安排当了车间副组长。

第四年年初，工厂发生两件事。总经理在上海原单位停薪留职，南下

寻找发展机会，应聘任职，眼看期限届满，不舍上海那份工作，再加上身体

过劳出了些状况，向香港老板提出辞职，要回上海。临走时，总经理给我的

父亲留下老家地址，嘱咐父亲，将来如去上海打工，可以找他。而此时，父

亲的老家发来电报，告知爷爷病危。那时父亲与宁青兰谈了恋爱，请假独

自回去探望爷爷，是可以的，但他不放心宁青兰。正在内心纠结时，宁青兰

毕竟是女性，心思缜密，她看出了父亲的担忧，她说两人干脆一起辞职，离

家这么久没有回去过，心里挺想家里人，打工嘛，以后可以再出来，正好把

两人的事公开，双方家长见见面，婚事办妥，让你爷爷开心开心，说不定老

人家一高兴病就好了呢。

从惠州回老家近3500公里，路上耗的时间很长，我的爷爷病情恶化，撒

手人寰，没有等到他的三儿子。父亲没见上爷爷最后一面，后悔至今。待

爷爷的后事办完，父亲把与宁青兰的事告诉奶奶，大伯父一家、二伯父一家

和姑妈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假如这门婚事定下来，可以

告慰爷爷的在天之灵。

于是男方主动找媒人，拜托去女方家做媒。宁青兰是

外乡村庄的，她的家与父亲隔开一二十里地，在我们大山

里这点路不算远，简直说得上是邻里关系呀。奶奶及家里

人认定这事一点问题都没有，两年轻人在一起工作已经三

年，只要媒人嘴皮子动动，好事就成了。媒人一去一回没

耽搁片刻工夫，跑回父亲家拉过一张缺把手的椅子，一屁

股落座，抓几绺打卷的长头发扭来扭去，迟迟不开口。奶

奶一看媒人无精打采的样子，觉得苗头不对。奶奶说，他

婶，女方啥意思呀，没找见人？媒人喝过一口茶水，迟缓地

说，姑娘家父母不同意，别的不说，就说咱男方房没一间，

将老娘赶山谷喂狼去，也凑不出两间做饭、摆床的地方。

小姑娘当场就与父母吵起来，说，这人能吃苦，会疼人，连

单位老总都看得起他，房子过几年造两间，肯定会造得

起。小姑娘父母却另有算计，早就悄悄地托人介绍，凭女

儿俊俏外貌，聪慧明事，嫁个城里男人，跳出大山，不希望

女儿过父辈那样的日子。

大概僵持了半年，父亲与宁青兰商量，分别与家里挑

明，恋爱不谈了，还是出去打工赚钱稳妥，一个说要赚嫁妆

钱，一个说要赚造房子、娶老婆的钱。家里人想，与其在山

里傻呆吃不饱饭，还不如趁年轻离乡见世面，又能赚钱，多

好的事呀，各自家长就不多管了。私底下，父亲与处对象

的宁青兰打定注意，如果家长不同意他们出门，就私奔，打

工仅仅是两人的借口。放在现在哪还有这样的事，用得着

私奔吗？所以，我相信父亲所处那个时代，面对命运，对贫

穷的抵制和金钱的欲望，更强烈，看重物质的一面更多一

些。

父亲带着宁青兰没有再去惠州，而是到上海寻找那位

老总。那时上海开发浦东的声势传遍全国，父亲与宁青兰

认为大上海不比任何地方差，浦东开发带动各行各业，就

算打工、扫马路、收废品、工地搬砖头，赚钱机会肯定很

多。原先在惠州结识的这位上海老总，也刚三十开外年

纪，热情接待曾经南下寻梦时的两位手下员工，带去老家

东滩镇，帮助他们在南街租下房子，叮嘱他们发挥专长，鼓

励自主创业。这时，父亲和宁青兰改口叫老总为孙哥，并

表示此生能遇到上海贵人，是最大的幸运。父亲觉得孙哥

看得远，想得深，悄然间似打开了一道闸门，点燃了他心中

一股奋勇当先的洪流。

父亲得到孙哥的指点，乡村早先干个体户、打零工、搞

养殖的一群人，积攒了一点钱，第一件事就想改善居住条

件，开始造楼房。楼房造完，钱袋子空了，置办不起全套组

合式家具。若有一张三人沙发，几张单人沙发，往客堂间

一摆，那样子才配得上楼房嘛。如去家具店购买，花一大

笔钱，手头紧，有点为难。父亲和宁青兰会做沙发，听了孙

哥的意见，跑村庄定制沙发，收工钱，只是商店卖的一半

价。父亲安装了一辆板车，采购原材料，钱不够，孙哥二话

不说，凑足钱先让父亲用。

父亲接的第一单沙发生意，还是孙哥帮忙联系

的。第一家定制沙发的客户，几乎每天不断来人看，讲

的本地话一句听不懂，但那个意思大致明白：专业呀，

比商店卖得还要好。南方沙发大厂出来的人，不简单，

工钱合情合理。这些佳话，经村庄百姓口口相传，沙发

生意十分红火。

每天鸡叫，父亲、宁青兰两人拉板车出门，收工回

到南街，有时是半夜。有些人家子女要结婚，必须夜里

加班赶工，累得骨头格格响。人是辛苦啊，365天没一

日休息，单孙哥朋友家的那个村庄，整整做了小半年。

不过伙食挺好，一日三餐，外加一包烟，都是吃当家

的。沙发制作完工，工钱从不拖欠，钱积攒快，比在惠

州打工强多了，孙哥出的创业思路，算是走对了。

●1993年，我在南街出生了，父亲程瑜杰，母亲

宁青兰，给我起名程宁菲。父母亲的引路人孙哥，按当

地人“攀干亲”的叫法，我叫父亲的孙哥“寄爷”，而孙哥

的爱人和五六岁的女儿，我分别叫“寄娘”和姐姐，至于

姐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亲戚，我是跟着姐姐一起

叫。真正到我会说话时，父亲、母亲已经学会当地方

言，我从小也是一口本地话。

我慢慢地长大，明白一些道理后，父母亲常跟我讲

过去难忘的经历，特别是上海“寄爷”一家人如何接纳

异乡人，以及南街老街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种热络

和坦诚，并给予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使父母这一代人

摆脱困境，远离流浪的感觉，找到了第二个故乡。我从

父母亲生哪是根，活哪是命的感恩中，体会出将来怎样

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我的父亲、母亲，是第一批离开山区来东滩镇南街

的，从走街穿巷、跑乡寻村做沙发打下创业基础，如今

已人到中年，早生白发，勤俭持家，为我这个南街女儿

铺垫前程付出了全部青春。父母亲现在开一家茶叶

店，兼营日用百货和竹器家具制品，在南街扎根三十

年。我时常想，拿什么来报答父母恩、故乡情？南街是

我生命的摇篮，此生的故乡，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读好

书，从南街考进区重点高中，并顺利考入上海师范大

学，目前在虹口区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

有时逢周末，在上海一家集团公司担任副总的“寄

爷”，经常要回老家看望家人，开车顺便弯到学校带我

一起回南街。南街朝北的新市镇，我父亲早在那里购

买了一套商品房，一家三口多年前就把户口迁至东滩

镇，成了名副其实的南街人，我们也见证了上海城乡一

体化发展，我这个被老家大伯父称为上海小囡的南街

姑娘，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

我想精彩的人生，都是奋斗出来的，心中有爱，更

是不能忘记的。哪里有爱，哪里就会有美好的人生。

时至春夏交替之际，众多水果正先后成熟上市。鲜甜可口的枇杷采摘正当时。日前，青浦区联怡枇杷园
正在举办枇杷采摘活动。作为青浦区五五购物节“生态青浦”农产品季的一部分，自5月18日至6月8日，该
园区对市民开放采摘。图为枇杷园农户正向游客介绍自己的产品。 见习记者 杜洋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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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道教圣地三清山的标志
性景观，巨蟒峰是人类共同的珍
贵自然遗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
值和美学价值。被告人绕开景区
管理人员，电钻、岩钉、铁锤、绳索
等“宝贝”齐上，蓄意破坏自然遗
迹，不仅法治观念淡薄，完全置他
人情感爱好于不顾，严重损害了

社会公共利益。试问，一旦山体
被毁，区区600万元岂能重塑绝世
奇景？

长期以来，非法攀登、自驾、
穿越，包括景区不文明行为屡禁
不止，在部分驴友的词典里，有领
略、放纵、征服等词，却少了必须
的敬重。不少人是为风景而来，
却成了风景的破坏者。

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破坏

行为一直没有有效治理，多数惩
处无异于“罚酒三杯”：涂刻“到此
一游”仅罚到场清理；将两颗上万
年才形成的钟乳石掰断，只赔偿
了2500元……

此次对三名违法攀爬者入
刑，并判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失，不
仅是对他们自身行为的否定，更
传递出国家依法保护自然遗产、
名胜古迹的强烈信号，给所有

“观众”敲响警钟。户外攀爬切
勿以个人兴趣挑战法律红线，勿
因一己之私欲破坏自然资源，勿
让一时任性带来不可挽回的损
失。任性胡为者，必将付出惨痛
代价。

“我们的视频有三四个点击
率都是几十万的，我们（攀登）对
巨蟒出山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这
是当事人张某明在当年接受采访
时的“豪言壮语”。其无知、无畏，
至今看来仍令人既愤怒，又心生
不忍。

这一细节启示我们，未来，有
效遏制破坏环境等损害公共利益
的行为，亟待在民众之中普及环
境资源保护常识，普及公共生态
环境保护和修复常识，以此来培
养和增强公众保护环境资源的自
觉性，形成公序良俗。

另一方面，强化法律法规的
震慑和强力打击势在必行。我国
法律已明确将自然遗迹、风景名
胜区列为环境要素加以保护，规
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
的义务。下一步还要继续织牢监
管网络，细化相关法律条文，落实
违规惩处举措，将现实中那些屡
禁不止、禁而难绝的痛点、难点，
一一纳入法治轨道，对违规者严
惩不贷。

当然，相关管理部门，也应对
重要的自然遗迹加强人工巡查和
技术监控，多些防患于未然，少些
亡羊补牢。

别再重蹈为钉子“高价买单”的覆辙
【事件回放】 5月18日，在三清山“巨蟒峰”上打钉攀岩的3人，终审被判

赔600万元修复环境。本案是全国首例故意损毁自然遗迹入刑的刑事案

件，也是全国首例检察机关针对损毁自然遗迹提起的生态破坏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几名户外爱好者一时“任性”，在岩壁上插了26颗钉子，换来牢

狱之灾和天价罚单。

【微博热帖】

@毛建国：这26颗钉子扎进了
三清山，更是扎进了文化肌体，扎

进了人们内心。现在攀岩这样的
个性化游玩体验方式，并没什么不
好，问题是，不少攀岩者或者说驴
友的素质，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DONG FANG CHENG XIANG 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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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观点】

我慢慢地长大，明白一些道理后，父母亲常跟我讲过去难忘

的经历，特别是上海“寄爷”一家人如何接纳异乡人，以及南街老

街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种热络和坦诚，并给予各种力所能及

的帮助，使父母这一代人摆脱困境，远离流浪的感觉，找到了第

二个故乡。

口述/程宁菲 文字整理：丁惠忠

情事 倾诉与聆听，城市人的情感故事。
请勿对号入座。

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

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吉祥物圆
圆梦梦揭晓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倒计
时一周年活动日前举行。吉祥物

“圆圆”和“梦梦”正式揭晓。此次
揭晓的花博会吉祥物“圆圆”“梦
梦”为一男一女两个孩童造型，寓
意好事成双，十全十美。吉祥物整
体造型以上海市花白玉兰和崇明
水仙为创意原型，并融入生态绿
色、碧水蓝天、浪花等元素。

上海展开新一轮生活垃圾分
类专项整治

5 月中旬起，全市城管执法部
门将在全市开展为期3个月的生活
垃圾分类专项执法整治行动。在
新一轮执法整治行动中，全市城管
执法系统将重点加大对“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
置”四个环节十类突出违法行为的
执法整治。对管理责任人未按规
定设置垃圾分类容器、容器标识不
清和混合驳运等违规行为；垃圾产
生单位和个人混合投放、随意堆
放、乱扔垃圾等违规行为；收运作
业单位混装混运、遗撒滴漏、擅自
倾倒等违规行为；垃圾处置单位混
合压缩、混合处置等违规行为的执
法查处力度。

上海首个停用丰巢小区自建
快递架:将不限时间免费代管

日前，上海中环花苑小区通过
其公众号发布了“自建快递驿站启
用的通知”。通知称，根据上海市消
保委建议本市居民小区设立免费的
公共快递架，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为
了小区业主收件便利、保障业主的
用邮选择权、丰富快递末端配送环
节解决方案的多样化，特开设“中
环花苑快递驿站”，作为丰巢快递
柜和菜鸟驿站的补充。开放时间
为：5月 20日起试运行，每天 7：00-
21：00不限时间免费代管，专人看管。

沪312座城市公园延长开
放，今年“露天电影进公园”
活动暂停

上海16个区的312座城市公园
将不同程度延长开放时间。公园
仍将维持限流、对入园游客进行体
温测量等政策，部分实施预约登记
入园的城市公园将采取分时段预
约制度；公园的室内场所瞬时最大
承载量仍将控制在核定值的30%以
内。此外，“露天电影进公园”活动
今年将暂停举行。

上海首个“一网统管”消防应
用落地长宁

长宁区近日在全市率先推进消
防救援支队“智慧消防”应用场景项
目建设，融入“一网统管”工作，全面
推进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事项“纳网
监管”。消防智能化场景“一网统
管”，按照“自动、主动、被动”的案件
逻辑发现问题、闭环处置。依托“一
网统管”城运平台，江苏路街道率先
试点政务微信应用，有效整合消防
安全治理资源，第一时间发现、解
决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推动城市
治理向智慧化、精细化迈进。

世界技能博物馆展品征集活
动开启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启动展品
征集活动，面向社会征集国内技能比
赛历史影像资料、艺术作品、赛事故
事等展品，用于世界技能博物馆建成
后的陈列布展。2021年 9月，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上海市举办，
世界技能博物馆将在大赛举办期间
同步建成，届时将成为各国嘉宾交
流和参观的集聚地，举办部分国际
技能交流活动、会议及论坛的场所。

■关注⇨⇨⇨

“520”和“521”两天北京超
7600对新人预约登记结婚

“520”和“521”的谐音让

不少新人选择这两个吉日登

记结婚。据统计，两天里，北

京市共有 7600 多对新人预约

婚姻登记服务。当天 8 点左

右，东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中

心门外已经有不少新人在排

队，保安在现场维持秩序。受

疫情影响，宣誓仪式、婚姻辅

导等延伸性服务仍然处于暂

停状态。“等疫情结束了，我们

欢迎对宣誓仪式感兴趣的当

事人回来，把宣誓仪式补上，

当然建议新人也要提前电话

预约。”工作人员介绍，520 当

天东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中

心的业务量有 300 余对，比去

年同期还多，去年只有 200 多

对。

“‘直播带货’吸引人的地方很
多，一方面是主播的鼓动，他们的言
语和动作吸引人，另一方面是价格
优惠，还有抽奖什么的，极容易让消
费者陷入购物冲动之中。这是需要
警惕的。‘直播带货’成为一种市场
行为，会变成消费生活中的一种常
态，作为消费者，要先让自己保持理
性，以免为此付出太多的‘学费’。”
王军荣呼吁对“直播带货”需要保持

足够的理性

“疫情这样的大事件，往往催生
诸多热点标签和事物，也让商标抢
注行为‘伺机而动’，这为商标注册
审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另一
角度看，‘特殊时期’乱象的集中抬
头，也可以是推动善治的窗口。当
然，对恶意抢注商标现象的治理，是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建的一部分，

它的完善，需要行政、法律等多方面
的共同进阶。但及时依法驳回不合
理申请，是直接对恶意抢注行为说
不，这个环节依然是关键。”任然认
为对抢注“生意”应该说不

“不考虑绝大多数家庭的实际
情况，无限度地增加作业量和拔高
难度，默许甚至鼓励家长之间的竞
争，也许短期内能让老师脸上更有

面子，但长期看很难让学生真正获
益。作为家校合作的组织者和引领
者，老师应有界线意识，要引导父母
对孩子在性格、品德、习惯和身体素
质上的培养，而绝不能习惯于以增
加家长负担的方式提升学生成绩。
家长负担增加倒是小事，可能给孩子
带来的挫败感以及攀比、作弊等负面
影响，更值得警惕。”宋鹏伟认为花
式作业反证老师缺乏“界线意识”

■热议⇨⇨⇨

南街姑娘成了“上海宝贝”

67家名企参与长三角异地异店退换货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