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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海加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被授予

“设计之都”称号，至今已有十个年
头。这十年来，上海设计在赋能产
业、服务城市、铸造品牌、美化生
活、促进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据悉，本月20日—22日上海将举行

“上海设计之都十周年主题活动”，
一起分享、见证这十年所取得的丰
硕成果。

这十年，上海一路见证了设计
的张力。上海创意设计产业保持
持续快速增长，2012-2019 年创意

设计产业增加值年均复合增长达
13.98%，其中，工业设计增加值年均
复合增长14.64%，时尚设计年均复
合增长17.31%，建筑设计年均复合
增长 7.84%，数字设计年均复合增
长16.85%。

从八号桥等第一批创意产业
集聚区的崛起，到杨浦滨江公共艺
术中心的落成，在上海城市更新过
程中，是创意设计让“工业锈带”蜕
变成“生活秀带”。据统计，上海从
最早第一批 18 家创意产业集聚区
开始，发展至今已有了 137 家市级
文创园区，其中20家为市级文创示
范园区，总建筑面积超 700 万平方

米，入驻企业2万多家，总营收5500
亿元。

无论是人才梯度化建设，还是
机构的市场化建设，上海始终坚持
强化设计产业的队伍建设。上海
设计拥有着涵盖各个领域的 11 位
院士、9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以及4
位设计领域“长江学者”，同时还拥
有着一大批各领域创意设计新锐、
上海工美大师、上海青年高端创意
人才、新锐设计师等年轻设计人才
队伍。上海开始评定正高级工美
设计师，探索打通职业评价与职称
序列的通道。

上海坚定不移地支持企业设

计中心建设，培育设计专业市场，
加强产学研融联盟，这是上海设计
产业可持续发展之本。目前，上海
共有中芯国际等8家国家级工业设
计中心，伽蓝集团等32家市级工业
设计中心；上海木马设计等15家设
计企业也获得了历届“中国工业设
计十佳”称号。

据悉，“上海设计之都十周年
主题活动”将于 11 月 20 日—22 日
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主题为“美
好生活，人人设计”。此次活动将
精选代表性案例与展品，线下约
3000平方米，线上展示同步进行。

●表姐近来的心情可谓是忧喜交加——儿子小惠恋爱了，据说对

象是她以前大学里的学妹，长相漂亮，性格开朗，还喜欢文艺，小惠很喜欢

她。儿子找到心仪的对象当然是好事，说明他人生大事之一的感情问题已

经八字有了一撇。然而，在开心的同时，表姐也有一些不安：除此以外，她

不知道这个未来儿媳的任何信息，几次问小惠吧，总不愿多说。儿大不由

娘，表姐在纠结中想到了我，想让我这个老舅出马，旁敲侧击打探打探，兼

着把把关。小惠这孩子从小父亲早逝，表姐独自一人含辛茹苦，供他进了

大学，终于又走上社会找到了工作，总算是熬出了头。这一路走来实在不

易。表姐的艰辛，我是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也是来自失怙家庭，也是母亲一

手抚养我长大成人。要是小惠在感情上选择有误，出现闪失，甚至有后果，

这对20多年来既当爹又当妈的表姐来说，该是多大的刺激！

于是，趁着星期天小惠休息的时候，我去了他家。表姐借故走开，留下

我与小惠个别交流。我装出不经意的样儿，从寒暄关心他的工作入口，渐

渐地将话题引到了我此行的核心目的——他属意的那个女生。毕竟还是

个进入社会没多久的半大孩子，心思单纯，没聊几句，他就开始夸起了那个

名叫“思怡”的女孩，什么待人友善，唱歌好听，跳舞也好等等。我听了一

会，觉得有点不得劲，我想听的那些个关键问题，在他对思怡的夸赞中，一

字未提。我终于忍不住抛出了自己的一连串疑问，请外甥小惠回答：“女孩

子做什么工作？哪个公司？收入多少？今后有什么打算？她家里情况怎

么样？父母亲干什么的？住在哪里？……”表弟被我的“连珠炮”问得瞠目

结舌：“她好像是做公司销售的，收入还可以吧？家中情况，父母是做什么

的？唔，不太清楚。咦，你这是在人口普查还是在市场调查？”对他的含混

回答，我很不满意，怪他：“你和她谈恋爱，连这些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摸清？

那你们的关系怎么能稳定地发展下去？你不清楚她的工作、经济水准，怎

么考虑结婚成家、买房子问题？包括以后有了孩子，怎么领？谁来带？”表

弟听得一脸的懵然，反问我：“喂喂，你说什么呀？我们才恋爱多久，哪能就

提结婚、买房子，甚至是生孩子这么远的问题了？”我振振有辞地道：“谈恋

爱不就是为了成家？当然要在谈恋爱时就摸清对方底细，这对确保婚后生

活的质量太重要了！”表弟叫了起来：“我喜欢的是她这个人，其他东西我可

没想那么多！”我哧地发出声笑：“天真！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哪能不在恋

爱阶段尽量考虑得全面妥当些？”

表弟的情绪激动了，涨红着脸反驳道：“老舅，你怎么这么功利、俗气？

跟一个人相爱时竟然首先想到她的各种附加条件！难道你年轻时恋爱也

是这样的？与女生拍拖前先考虑、算计她的经济条件、家境情况？这还是

谈感情、谈恋爱吗？是在农贸市场里讨价还价做生意吧？”

这回轮到我发愣了。小惠的话很犀利，像一道电流，瞬间掠过我心中

的某个敏感地域，我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答对才好！的确，沉浮人间半个

世纪，我那颗不再年轻的心已经被磨砺得功利、世故，凡事首先考虑现实的

利弊得失，将感情、精神层面的东西全然置之脑后。这不仅是俗气，甚而是

市侩了！他的这几句反驳，犹如当头棒喝，在令我反思的同时，也想起了自

己的年轻时代，回味起了当年的初恋情怀，虽然遥远得有点缥缈了，但那缥

缈中自有一份纯粹的美好，这份美好，可能与外甥小惠的感受大致相似吧？

●不知道30多年前的第一缕情思，算不算是自己的初恋？说得准

确点，应该只能算是单恋、单相思吧？因为自始至终，我都没和她说过一句

话，不知道她姓什名啥，彼此距离，也一直保持在 20米以外。这 20米的距

离，就是一条窄窄的弄堂——那种上世纪遗存下来的上海石库门群落中的

链接通道。

我在弄堂这边的二楼前厢房，她在弄堂对面的二楼亭子间、阳台上，隔

着20米，我默默地对她观望着，倾慕着，很久很久。尽管我从没对她说过一

句话、献过一个微笑，仅仅只有几次短促的目光对接，可我感到，我这生想

要寻找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她。她在对面起居，我在这边相望，可我找不

到接近她的缘由和机会。

没有机会，就无数次地想是不是可以人为地制造出些机会：打电话、守

候在弄堂口？……甚至还想到了很老土但也有些浪漫的法子：把一封满载

情意的信塞进邮筒，敲上两个邮戳，兜上一个圈子后再由邮递员送到她手

里。可这些设想最后都被自己一一否定了，最主要的因素还在于：这条看

似窄窄的弄堂，却好似一道深深的鸿沟，我缺乏逾越它的能力和勇气。她

是知青子女，落实政策回沪后借住在爷爷家。爷爷奶奶，再加上叔叔、婶

婶、堂弟和她本人，六口人就挤在亭子间和阁楼里。无奈之下，她家用几块

木板在公用阳台上搭建了个简易棚，以作日常的盥洗晾晒和炒菜烹饪之

用。于是，小小的阳台上一日数次地响起油锅的脆炸声，各种各样的香味

了无顾忌地越过稍宽于“一线天”的弄堂间距，窜入我的鼻中。很爱闻飘过

来的种种香味，特别是每天黄昏时候的菜香，因为这时掌勺的通常都是

她。有几次，我自告奋勇帮母亲收取晾在外面的衣物，收取的速度很慢很

慢，以致被母亲责怪为“拖泥带水”。像是有所察觉似的，对面的她从专心

的炒菜中抬起头来，微微侧身向这边瞥上一眼，捋了捋垂到额前的发丝，随

即又半弯下婀娜的身子做菜。

记忆里，她寄居在爷爷家的那几年始终没有太平过。叔叔婶婶的冷言

冷语，连隔开一条弄堂的我们都时有所闻。自从公用阳台上搭建木棚后，

生活在同一幢楼里的72家房客们意见很大，一日胜过一日，公开的、半公开

的数落从没间断过，矛头一大半指向她，甚至好几次，居委主任也被请到阳

台现场，围绕这个违章建筑调解。每逢纷争兴起，只有爷爷奶奶气喘喘地

辩上几句，身为聚焦人物的她，却总是躲到小阁楼上一声不吭。而隔弄观

望的我，则每每情绪反常，或浑身发热或手心冰凉，心里头

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后来，原本住在江西乡下的她母亲也住过来了，家里

的形势更糟了。再后来，她婶婶四处托人给她介绍对象

了，首要条件，就是对方家里有宽裕的住房。我预感，她马

上要离开这个家了。即便心存如此清晰的预感，我又能怎

么样呢？低头看看攥在手里的三位数的工资条，蹬蹬脚下

陈年的木质地板，整个厢房随之微微摇晃，我苦笑，只能眼

睁睁看着预感一点点变为现实，看着一个有点发福的男人

一次次上她家来，终于在有一天带着打扮得如仙子一般的

她，还有她的江西母亲，离开了这个在我心中已凝固为一

道风景的阳台。听邻居说，那个男人比她大14岁。

●如果说，萌发在心底深处的那缕情思算不得真正

意义上的初恋的话，那么，我与逸琳的邂逅，以及之后的相

知、相恋，可以说是第一次刻骨铭心的倾情之恋了。

我是在业余夜校里遇见逸琳的。那是在初夏时节，她

总是扎着一头长发，穿一套连衣长裙，或是浅兰的，或是纯

白的，婀娜翩跹，让我年轻的心随着她的长裙、长发怦然跳

动。隔着两排位置，我能听到她和同桌的学友交谈说话，

那语调、神态柔婉如水，韵味无尽。我想到了电影《罗马假

日》里的公主，大眼睛、长裙子的奥黛丽赫本似乎出现在了

现实世界，出现在了夜幕降临下的学堂里。这也许是上苍

赐给我的又一次机会吧？上一回，就是因为自己的羞怯，

当然更由于经济实力不济，已经轻易错失了，而这一回，我

不能再重蹈覆辙，总要努力争取一下啊。我开始有意与逸

琳接近，鼓起勇气找她搭讪。为了得到她的眷顾，我动了

好多脑筋。我素来爱看电影，便尽力回想以前看过的爱情

电影中的那些个场景，想着如何借鉴模仿其中的某些浪漫

桥段。最终，我“自导自演”了一系列“情节”，终于赢得了

她的心。

自从拥有了美丽的初恋后，我就像《罗马假日》里的那

名被蒙在鼓里的小记者，整日乐颠颠地拖着逸琳出入快餐

店、上不了星级的小影院，甚至时时请她品尝大排档上掺

着烟熏味的柴爿馄饨。直到她的兄长沉着脸找上门，向我

告知他们家族在本城中的地位，父亲大人担任的显要职务

后，我才醒悟为何每当自己提出上夜排档去享受夜宵时，

她似乎都有点不太自然，为何每当我用自行车载着她兜风

时，身后的她都会发出一声声讶异的叫声。原来，自小就

吃惯珍馐佳肴的胃对柴爿馄饨里的烟熏气有着天然的排

斥，一向习惯于坐在豪华私家车里的身子对颠簸的自行车

有着莫名的恐慌。是初恋的甜蜜使她放低了物质上的要

求，暂时克服了肠胃的不适、身子的颠簸，但如果真的长相

厮守，她还能日复一日地强忍着粗糙饮食中的烟熏气、自

行车后座的颠簸震荡吗？我从 6岁起就失去了父亲，全靠

母亲微薄的收入独自把我抚养长大。没有任何背景，只能

靠自己的一双空拳打天下的穷小子，能让仿佛来自另一个

世界般的公主，继续享有那种优渥的生活？没想到《罗马

假日》里男女主角的故事“复刻”在了我和逸琳身上！而事

实上，我与逸琳之间地位、身份的差异，比影片里的小记者

与公主更为悬殊！

在最后的一次见面中，我们相拥而泣。她哽咽着说，

为了我，为了爱，她愿意离开家庭，与我一起从零起步，自

力更生。握着她白皙细嫩的小手，我几乎要冲动地答

应下来，然而在这瞬间，她父母亲的阴沉脸色，她兄长

冲着我“你开个价吧！无论多少！”的高声叫嚷又再

现在了我的脑中。我慢慢地松开了她的手。我终于决

定，把这份最真的情封存起来，封存在隐秘而圣洁的角

落，永远也不再开启。

●经历了两次或暗晦或明晰的感情，却都无

例外地以失败告终，我再也没了投入的勇气，转而将精

力放到了工作上。几年后，我已过而立，事业步入正

轨，经济条件也有了改观。周围的亲戚朋友们开始关

心我的“人生大事”，频繁为我牵线介绍对象，在烟云般

一一飘过的众多佳丽中，唯有小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并且最终停驻在了我的生命里，凝结为我今生最

重要的另一半。

小苏长相一般，但有着当下的稀缺物——纯真善

良的心。结交没多久，我越来越感受到小苏在个人品

质上的动人处。有一天，我俩在逛街时被一个陌生男

人拦住了，他自称是从外地到上海来出差的，刚下火车

就发现钱包不见了。在上海举目无亲的他请我们借点

钱给他，好让他买张车票回家。正当我狐疑地上下打

量他时，一旁的小苏却已二话不说掏钱给了他。事后

我问琳：“你凭什么肯定他说的是真的？未免太轻信了

吧！”“恐怕不会是假的吧？”小苏回答道，“看他那副为

难焦急样，就算是装出来的也实在让人同情，不忍心叫

他失望啊！”这番话令我很惊讶，我当然可以取笑她像

“东郭小姐”般的迂腐幼稚，但不能不为她的善良所打

动。当时我只觉得天下之大，眼前这位姑娘却最为美

丽。她对马路上的陌生人都那么同情，那她以后对自

己的丈夫又该是何等地挚爱关心！特别是近期自家两

位亲戚的相继去世刺激了我，使我在婚姻问题上的思

绪豁然明朗清晰，我顿悟到了两个来自不同家庭，拥有

不同经历和背景的男女走到一起，相伴终生的道理

——不为别的，只为了在这世界上为自己增添一位最

重要的亲人呵！

在历经了情路上的一番波折坎坷，我如同取到了

真经的唐僧师徒，终于悟得了爱情真谛，选择与小苏携

手走进了婚姻殿堂，之后又相濡以沫，生儿育女，共担

风雨，携手走过了 20多年的忧喜悲欢。也许，经过长

年的岁月洗练，生活磨砺，我变得越来越现实、世俗，甚

至有时会俗气、世故，可自己是当局者迷，浑然不知。

今天，还是外甥的那几句“棒喝”，让我蓦然间似乎穿越

回了往昔，回到了与眼前的小惠一样也有过的青葱年

代。我想起了自己其实也有过那个年龄段中专属的纯

真，那种尚未洞悉柴米油盐、人间烟火的唯情至上……

过几天，我会再与小惠聊一次，向他郑重道歉，告诉他，

我也像他一样，曾经年轻过，憧憬过，在物质和感情的

天平上毫不犹豫地倾向于情的那边。我还会以自己走

过的路提示他：在两人相爱中少不了浪漫和真情，但必

要的基本条件也必不可少，这两者既是维续的天平，也

是婚姻小船的两把桨，缺一不可，少了一个，就会在生

活的长河里使不上力，迈不开步，到不了期望的前方

……

日前，一场农民趣味运动会在青浦田头上演，6支参赛队伍通过开展割稻捆稻赛、搓绳接力赛等农事比赛，尽情
体验农耕竞技的乐趣，在加油和喝彩声中，处处洋溢着的是新时代农民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图为紧张的搓绳接
力赛现场。 记者 夏常青 摄影报道

 抓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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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事件众议⇨⇨⇨

截至 2019 年底，我国 60 岁以
上的老年人口达2.54亿，占总人口
的 18.1%。根据相关预测，“十四
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 3
亿，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
龄化。老年人是一个庞大的玩具
消费群体，老年人需要拥有属于

老年人群体的更成熟的玩具市
场，这种需求和权利应该得到政
府、市场和社会的积极回应。

一提到玩具，人们就会觉得
这是孩子的“专利”，跟老人似乎
沾不上边。其实，“老小孩儿”和
孩子一样，也需要玩具的陪伴与
慰藉。况且，老人玩玩具除了娱
乐之外，还能从各方面锻炼脑力、

心力和体力，益处良多。在一些
较早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
家，老年玩具非常盛行。如在日
本，绘画、拼图、知识卡片、魔方等
是老人的最爱。从这些发达国家
的经验以及近些年媒体关于我国
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可以发
现，我国老年玩具市场巨大，且需
求正呈现快速增长之势。北京这
家老年玩具店能跻身“网红”，正
是因为顺应了趋势，契合了需求。

然而，与巨大的需求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老人“专属”玩具供
给的匮乏。多家媒体的调查显
示，目前，老年人的娱乐方式比较
有限，或者走传统路线，打打麻
将、下下棋等；或者玩些益智玩
具，陀螺、空竹、九连环等。然而，
这些并非老人“专属”，专门针对
老年人开发的玩具供应极为短
缺，离专业性和规模化更是有很
长一段路要走。而且，这种供需
不匹配也表现在其他的老年用品
市场中。实际上，很多老年人玩

具都是老年人小时候常玩的老物
件，比如小人书、投壶、陀螺、解环
等，这些老物件可以唤醒老年人
的童年梦，让老年人找到“老夫聊
发少年狂”的感觉，把老年人带入
温馨惬意的怀旧氛围。很多玩具
还有益于活动大脑，增强大脑的
专注度、记忆力和肢体的灵活性，
能够促进身体协调，激发身体活
力，有利于老年人保持身心健康、
延缓衰老、提升生活质量。

观念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之
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所作
为。我们要正视老年人的需求，
从培养专业人才入手，积极化解
供需不匹配的难题。要加大力度
培养老年学、老年医学、老年心理
学、康复医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无论是在老年用品的设计上，还
是在服务上，不断提高供需匹配
精准度，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
求，为老年人打造一个开心、舒心
的晚年。

能否多关注老年人的“童趣”需求？
【事件回放】近日，北京一家专门的老年玩具店成为“网红”，受到众多媒

体的关注。约180平方米的店面内，摆放有400余种适合老年人的玩具，如

投壶、鼓形锁、4倍大扑克、记忆棋等。木制货架两侧是健身运动区和益智

休闲区，老人可以玩飞镖、骑四轮脚踏车绕圈，也可坐秋千、摇椅，玩棋牌、解

环游戏等。

【微博热帖】

@胡俊：为什么如此巨大的市
场需求，却被供给“视而不见”？最
大的问题还是出在观念上。新老
龄时代已经到来，然而，人们的观
念却没有完全跟上。对于安度晚

年的理解，人们更多的还是停留在
物质层面上，而对老年人的精神生
活不够重视。老年玩具之所以一
直难成气候，就与人们对喜欢玩乐
的老人的偏见有关，正是这种偏见
让老人在娱乐方面的需求总是被
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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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观点】

还是外甥的那几句“棒喝”，让我蓦然间似乎穿越回了往

昔，回到了与眼前的小惠一样也有过的青葱年代。我想起了自

己其实也有过那个年龄段中专属的纯真，那种尚未洞悉柴米油

盐、人间烟火的唯情至上……

口述/沪明 整理/张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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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首获
“世界智慧城市大奖”

近日，2020全球智慧城市大会
（Smart City Expo World Con⁃
gress）在巴塞罗那、上海、纽约等三
大会场以连线方式举行世界智慧城
市大奖发布仪式。在全球 350座申
报城市和 27座入围城市当中，上海
脱颖而出，获得最高殊荣——世界
智慧城市大奖。该奖项每年全球只
能有一座城市获得，因此被誉为智
慧城市行业领域的奥斯卡。

上历博展出市民踊跃捐赠
的“抗疫物证”

日前，市民走进上海市历史博
物馆西楼，会在门口看到一张巨大
的疫情防控临时联合党支部的签名
墙。这里正在举办《众志成城 抗疫
必胜——上海市抗疫物证捐赠展》，
醒目的签名墙就是收集到的抗疫物
证之一。“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发生
后，上历博率先对外公开征集抗疫
见证物。经过近10个月时间，上历博
共征集到近400件涉及上海市区县、
各领域的典型性、代表性抗疫物证。

美国“人造肉第一股”
登陆上海餐厅

从 7月 1日宣布正式进入中国
内地零售市场，到 9 月份在浙江嘉
兴建厂，美国“人造肉第一股”Be⁃
yond Meat在中国市场“攻城略地”
又有了新进展。最新消息称，Be⁃
yond Meat周二宣布在中国市场推
出基于植物的猪肉馅产品 Beyond
Pork，这款产品最初将在上海 5 家
受欢迎的餐厅销售。

申城秋色初现
世纪公园开辟落叶观赏区

深秋时节，世纪公园内原先的
满目苍翠开始逐渐换上了斑斓彩
妆。在这个欣赏落叶的最美时节，
公园特意保留了一条 1000 米的银
杏落叶道和一条 800米长的梧桐落
叶道。这两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凋
零的树叶随着秋风飞舞而下，覆盖
出一地金黄，为萧瑟的秋天抹上一
层明亮的色彩。经过这里的游客都
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踩一踩落
叶，闻一闻秋天的气息。而在滨江
森林公园、共青森林公园、南翔古猗
园等公园内，也同样为游客保留了
落叶观赏区。

第八届先进制造业大会
在沪召开

以“融合·赋能·转型”为主题的
2020 第八届先进制造业大会近日
在上海嘉定区召开，会上多方共同
启动了上海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Ⅰ期)，进一步加大对智能制造的
金融支持。据悉，为了进一步打响

“上海制造”品牌，加快推动上海智
能制造高质量发展，创新智能制造
产融结合新模式，有效引导社会资
本与高端装备产业结合，实现产业、
企业和资本的融合与共赢，上海设
立了上海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目前，第一期基金已完成募集并启
动。

交响乐《红楼梦》世界首演
近日，由指挥家胡咏言，作曲家

刘力、于阳共同创作的交响乐《红楼
梦》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世界首
演。这部由名著、越剧跨界的交响
乐《红楼梦》作品，时长85分钟，共6
个乐章。通过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
故事的方式，交响乐《红楼梦》不仅
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视角，同
时也是中国传统艺术在当今时代的
延伸。

■关注⇨⇨⇨
耗时10年绘客家小镇，
比《清明上河图》长近四倍

客家既是一个汉族民系的
称谓，更是文化层面的概念。
成都一位 65岁的大爷徐新华，
为宣扬传承传统客家文化，前
后花了 10 年时间，自学国画，
用多年时间研究洛带当地客家
文化，绘制出一幅长达 20米的
工笔淡彩绢本《洛带古韵图》，
比《清明上河图》长近 4倍。在
学界、艺术界、坊间都引起了不
小的反响，被誉为“当代客家文
化版《清明上河图》”徐徐展开

《洛带古韵图》，从龙泉桃花至
田间风光，再到古镇景象，3500
余个不同的人物和古朴建筑纷
纷跃然纸上。古镇上“四大会
馆”、杂耍、赶集、抖空竹、舞
龙、舞狮、嫁娶等如走马灯般
掠过，清末民初春节期间客家
人民玩乐、喜庆的场面仿佛就
在眼前。

“网络信息时代，保护公民个人
信息，防范行业‘内鬼’是重中之
重。对银行、教育、工商、电信、快
递、证券、电商等‘内鬼’容易出没的
行业，不仅司法执法机关应严厉打
击，让潜在‘内鬼’不敢下手，还应关
口前移，修筑起防范堤坝，第一时间
抓住‘内鬼’的黑手。如此，公民个
人信息才有更安全的‘港湾’。”新晋

评论40万条信息被泄露：快递企业
需警钟长鸣

“通过让当事人‘丢人’的办法
来提升文明，是在用一种更大的不
文明对某种轻微的不文明行为进行
惩罚，但文明不可能通过不文明的
手段来提升，甚至还会适得其反，走
向文明的反面。可惜的是，当地振

振有辞的回应说明，他们并未意识
到这个问题。有这样的文明办，竟
然要创建文明城市，真是莫大的讽
刺。”张楠之评论让教师上电视道
歉:离真正的文明还有很大距离

“明明是欺骗和迷信，我们怎么
能容许‘大师’们转战网络继续其网
络算命行骗？所以，除了公众提高

自身科学素养，自觉抵制封建迷信
之外，网络安全部门及社交软件的
管理平台，应利用网络算法，堵住网
络算命的宣传路径，防范网络算命
骗局，不能给违法的网络算命提供
生存空间。”黄齐超评论“网络算命”
要价颇高：不让“网络算命”有生存
空间

■热议⇨⇨⇨

我 也 曾 有 过 真 爱

137家文创园区 上海“设计之都”十年成果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