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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
今年7月8日至7月10日，以线下线
上结合的方式召开。主会场继续
设在浦东世博中心，联动徐汇等
区。展览设在世博展览馆，提早一
天于7月7日开展。据悉，今年大会
将首次创新推出数字人民币 24 小
时使用体验。

超过500位嘉宾参与
展览展示面积翻番
2021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

要内容分为论坛会议、展览展示、
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四大板块。目

前大会论坛会议已邀请图灵奖、诺
贝尔奖得主等学术界领军人物、国
内外知名企业家、国际组织代表等
重量级嘉宾超过500位。今年大会
还特邀人工智能相关国家级学会
理事长约20人、一流高校校长10余
人。

今年大会展览面积翻番，将达
4.2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比去年更
广，总数突破300家，首次参展比例
达 40%，上海以外地区企业和外企
占比超过50%。央企与大会的结合
度也更深，目前已有近30家参会参
展。

今年大会将更加注重体验感

受度，对场馆进行了全面的智慧化
改造，做好数字人民币24小时使用
体验，策划世博源智慧商业体验场
景，以及更加开放的无人驾驶体
验。

大会云平台2.0和
虚拟云会场2.0亮相
据了解，大会云平台 2.0 围绕

“智联世界 众智成城”主题，结合
短视频表现方式，采用轻量化、平
台化的呈现形式，并通过线上线下
交互的互动功能将 2020 年“3D 虚
拟AI家园”进行迭代升级。

大会云平台2.0除拥有短视频
功能外，还包含论坛直播、企业视

频、评论弹幕、实时翻译、人物画
像、企业大数据精准化采集、快捷
搜索、精准投放、一键预约、建立企
业专属名片等功能。

另据悉，“虚拟云会场2.0版”开
始全球内测，揭开了大会今年虚拟
云会场的面纱。“虚拟云会场2.0版”
利用最新的虚拟引擎，打造充满未
来科技感的虚拟空间现场。通过
超低延时互动、人物塑造、场景设
计、在线同场、多语种同传、大数据
采集等功能，塑造“空中之城”。平
台除了能够在线观看大会实时直
播，还能为云观众提供变装、选座、
发弹幕等互动环节。

●我今年八十四啦，老爱人比我小三岁，八十一，我们是名副其实的

耄耋老人。我祖籍是宝山，正宗的老上海人。我家祖上几代都是地里刨食
的农民，我爹爹因为念过私塾，有些文化，十几岁时，经亲戚介绍，走出乡
村，在十六铺一家杂货批发店当学徒，爹爹聪明好学，吃苦耐劳，又有自己
的人生盘算，二十二岁时靠着省吃俭用积攒的十几个大洋，赁了一间小门
面，自立门户开了个小店。爹爹在乡亲们眼里，是好后生，成功者，上门说
媒提亲的不少，我姆妈是我奶奶相中的，姆妈不但相貌俊俏，而且脾性温
和，勤快能干，奶奶觉得这是过日脚的好姑娘。那个年代，商店里卖的“洋
布”，就是洋机器上织出来的细布，乡下人是买不起的，那会的农户人家，差
不多家家都有木制的织布机，所需用布都是自己一梭一梭织出来的，俗称

“老粗布”。乡下女孩子七八岁的年龄就在女性长辈的指导下学习纺纱织
布了。我姆妈是村里的织布能手，速度和质量都没的话说。

爹爹顺从奶奶的意愿，二十三岁那年与姆妈拜堂结为夫妻。奶奶活着
的时候经常夸我姆妈有“帮夫运”，说，姆妈嫁给爹爹后，小店的生意就越做
越红火，而且，五年时间，给吴家添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只可惜，我弟弟
妹妹都没能活过十岁，弟弟死于肺炎，妹妹是被破伤风夺去性命的。连失
一双儿女，爹妈的悲伤可想而知。才三十多岁的爹妈有过再度生育的计
划，但老天无情，我成了家里的独子。

我自小聪明机灵，爹爹重视教育，而且那会家境也殷实嘛，我五岁就被
送去学堂读书了，小学毕业，我考取了上海格致中学。那会，我们家的日子
也过得红火，爹爹在河南路上盘下了一临街的旧房屋，楼下开店做生意，楼
上住人，还在乡下买了几亩良田。

1952年，我考取了上海化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化工局所属的某大型
企业的技术科。

因福得祸，爹爹因为市区有店面，乡下有良田，被划定“工商地主”，这
个成分很影响我前途的，我的入党，都卡在了“家庭成份”上。公私合营初
始，我爹爹很识时务，立刻找到相关部门表示，响应政府号召，愿意献出自
家的小商店。爹爹成了供销合作社的一般职工，没了商店和良田的爹爹，
成份依旧是工商地主。

我在工厂很活跃，年轻人嘛，除了勤奋工作，我还参加了工厂的篮球
队、文艺宣传队。哦，自夸一下，我篮球打得很棒的，读大学时我所在的校
队在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上夺得了亚军，我打二号位，功不可没哦！

五六十年代的工厂，很重视职工的文体生活，像我们这样的大型企业，
俱乐部、图书馆、游泳池、篮球场……都有的。职工的文娱生活老丰富多样
的！

我和秋萍是在文艺宣传队认识的，她是舞蹈队的，人长的漂亮，体型也
好，喜欢她的男青年不少呢！那会的年轻人都害羞、含蓄，哪像现在的小青
年，喜欢谁就直接说了。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秋萍，打听到她是二车间的，
我就托厂工会副主席梅大姐牵线搭桥，那时候的年轻人，很相信组织的，工
会副主席介绍的对象，不会错！秋萍答应与我来往。

秋萍比我小三岁。她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她十二岁时
姆妈因为心脏病离世，一年后爸爸再婚，继母带来三个孩子，原先的四口之
家翻了一番，继母没有正式工作，靠给人家洗衣服、干杂活、带孩子勉强糊
口，秋萍的爸爸是上港五区的码头工人，月工资八十多元，还有这个那个的
补贴和福利，这在五六十年代是很不错的收入了。继母嫁给她爸，当然是
想找个靠山，她爸正值中年，需要女人帮他照顾这个家，也需要女人的陪
伴。

继母对秋萍姊妹三个说不上虐待，就是冷淡，漠视吧！秋萍学习成绩
中等，中学毕业，她爸和继母就不主张她继续读书了。正好我们厂来街道招
工人，她爸一看是国营大厂，待遇福利什么的都很好，就让秋萍去报名，就
这样，她顺顺当当的到我们厂当起了学徒工，从吃闲饭的学生到拿工资的
工人，最高兴的是继母了，秋萍说，去工厂报到的前一天，继母买了鱼和肉，
忙忙碌碌地烧了六七个好小菜，那天继母的脸上满是欢喜的表情，一家人
开开心心地吃了顿大餐，秋萍说，这是妈妈去世后，吃的最开心的一顿饭！

秋萍很懂事，学徒工资加上奖金、津贴什么的每月有二十五六元的收
入，她把二十元交给继母养家，只给自己留几块钱。

我和秋萍恋爱了。恋爱前，我看中她的漂亮，随着交往的加深，秋萍的
善良、贤惠、温柔……让我感动、令我迷恋。我娘一直叮嘱我，寻对象最要
紧的是小姑娘的脾气性格和心地，好女人旺夫，孬女人毁三代。秋萍是我
娘嘴里说的好女人，其实啊，她们婆媳俩很相像的。秋萍第一次上门，我娘
就对上眼了，背后夸我会挑人。

我娘知道秋萍少年丧母、继母对她不冷不热的态度，心疼啊，催我早点
结婚，我娘是想把秋萍当女儿疼的。

我们家有两间房，朝南的大房间二十一平方米，是爹娘的卧室兼客厅，
我住朝北十四平方米的小间。我爹娘的意思大间给我们做婚房，他们搬小
间住，可是秋萍不同意，她跟我说，我们住小间吧，爹娘年纪大了，搬来搬去
不大好，再说，朝北的房间冬天会很冷，对老人不合适。我把秋萍的话转给
爹娘，他们是既感动又高兴，我娘说：“我看人老准的，秋萍心善人好，吴家
福气好啊！”

我让厂里的师傅帮忙，拿白石灰刷新了墙壁，又刨平木地板，涂上暗红
油漆，新房间就算落成了，五十年代，这样的“装潢”很不错啦！

秋萍工作后一直相帮她的爹娘养家，所以几乎没什么积蓄的，这个情
况我娘是知道的，我娘善解人意，拿出三百元给我，说，秋萍家不富裕，准备
嫁妆有困难，别为难她，这三百元你给她，让她放心用。

结婚后我才跟秋萍说了这事，秋萍当时眼睛就红了，她们都是良善人，
一个善解人意，一个知恩图报，所以婆媳相处四十二年，跟母女一样和睦，
亲密。

婚后，我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三个孩子都是我
爹娘相帮带大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
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是严格按照条例
规定执行，我爹是不在精简之列的，但是他们单位的职工
都是出身贫苦、低工资、多子女的困难户，只有我爹，工商
地主，月工资八十四元，而且老家就在宝山，近得很嘛，单
位领导觉得精简我爹最合适，他们跟我爹说，你这是为国
家减轻负担，等国家形势好了，你还是可以回来的。我爹
是不同意这个决定的，可是，有出身不好这根软肋，最终不
得已办理了离职手续，按照当时的相关规定，爹娘的户口
也迁去了宝山农村，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

●没有了经济收入，他们又做不来农活，现实一下

子把他们打蔫了。我和秋萍带着孩子去看他们，两人的神
情和状态令我心疼万分，我决定把他们带回家。跟秋萍一
说，她马上点头。当天我就把爹娘带回了市区的家。

那是 1964年，我和秋萍的工资奖金什么的加起来差
不多有130元，这些钱够我们祖孙三代七口人生活的，问题
是，爹妈不是城市户口，所以就没有粮票油票副食品票，五
个人的票证七个人用，紧巴巴的。秋萍在继母那有过寄人
篱下的不爽记忆，善解人意啊，她把票证都交给我娘，说，
姆妈，我们都要上班，我们每个月交给你 100元，麻烦你当
这个家，谢谢你哦！让我爹娘感觉，呆在这里不是吃闲饭
的，是相帮儿子媳妇打理这个家的。虽然生活发生了很大
的变故，所幸的是我们一家依旧平静、和睦。

1976 年，我爹因脑溢血去世，两年后，我娘查出结肠
癌，我和秋萍商量着把她送进肿瘤医院治疗。我娘在我单
位享受半劳保的职工家属福利，听说要住院治疗，马上摇
头说年纪大了，不想受那个罪，你们也别花那个钱了。孩
子长大了，开销会越来越大的……她心疼钱啊！我说，不
行！这事不由你做主！秋萍说，姆妈，钱你用不着担心的，
我们银行里有二千多存款，够用的。那年，我大儿子读大
一，孩子很懂事的对我娘说，钱是赚不完的，奶奶只有一
个！你一定要去医院治疗，过了这道坎，以后都是好日子
呢！你还要看到我弟弟妹妹进大学，看到我工作，等我拿
到工资，还要送你礼物呢！我娘一把拉住大孙子的胳膊，
梗咽着说，大宝贝，好孙子，奶奶没有白疼你……

我娘后来在肿瘤医院做了结肠癌根治性切除手术，整
个手术做了六个小时，主刀医生告诉我，手术很成功，五年
存活没有问题。我听了很高兴，心里祈祷我娘多活几个五
年！

我一直相信，生活在和睦、有爱家庭中的孩子是有福
的，阳光快乐、身心健康是他们受用终生的宝贵财富。我
三个孩子学生时代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靠着自己的勤
奋努力，考取 985大学，两个儿子还读了研究生。可惜，我
爹爹去世早，没看到孙子孙女成才，我娘福气好，孙子孙女
成才、成家她不但看到了，还享受到了孙辈对她的孝顺、尊
敬。

文革结束后，厂里对我这样的技术人才很重视，那时
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嘛，我入了党，还做了技
术科的科长、技术革新小组的组长，工作很忙。秋萍因为
是特殊工种的工人，可以提早退休，正好我娘手术后需要
休养照顾，四十五岁的秋萍就办理了退休手续，一门心思
的照料这个家，照顾老婆婆。

秋萍一门心思操持家务，我呢，没了后顾之忧，就一心
一意扑在工作上，还忙里偷闲，去母校读了个在职研究生，
知识量够了，加上我和同事们的勤奋努力，攻克了好几个
技术难关，降低了生产成本，解决了污染问题，还提升了产
品的质量等级。那年，我们技术革新小组获得市级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我呢，也荣登市劳动模范红榜！厂里奖励
我，让我去太湖边上的华东疗养院休养半个月，我跟工
会主席说，感谢组织对我的肯定和关心，但是我有个要
求——我想带着我妻子秋萍一同疗养，我这劳模奖章，
一半荣誉属于秋萍。半个月的疗养期我俩用一个星期
共享，时间缩短，费用一样哦！要是可以，我就去，如果
不同意，我就不去了，名额就让给其他同志吧！

我是心疼秋萍的辛劳，有这样的机会，我首先想到
的就是让她放下家务活，好好的享几天福，哎呀，说给
你听呀，那会她还没有出过上海地界呢！就这样我把
娘交给三个孩子照顾，带着秋萍去了华东疗养院。疗
养院干净、整洁、漂亮的硬件，细心、贴心、无微不至的
软件，不但让我们开了眼界，也很好的滋养了我们的身
心。

1987年，局里奖励了我一套三室一厅的电梯房，我
们一家欢天喜地地离开了河南路的老宅。我很庆幸我
娘能够在有生之年享受我努力工作带来的住房福利，
大浴缸可以让她尽享泡浴之乐，大阳台给了她养眼大
自然、喝茶歇息的好去处。我娘是2000年因器官衰竭
去世的，

我们知道，老人寿数已尽、回天无力，我们只想尽
最后的孝心，给予老人不留遗憾的临终关怀。

当年医生预言我娘手术后可存活五年，可我娘活
了二十二年！这算不算奇迹？

●我是高工嘛，六十五岁退休，返聘后又工作了

五年，我不只是为了钱，我三个孩子都工作稳定，收入
不菲呢！我就是爱工作，爱捣鼓，其乐无穷嘛。秋萍是
一直辛苦操劳的，照顾婆婆，带养孙辈，我的两个孙子，
一个外孙女都是秋萍带大的。我大儿子一直说，妈妈
是我们家的一号功臣，说得一点不错。七十岁一到，我
就正式退休了。孙子们都读书了，家务担子轻了，我们
的经济和身体条件都不错，我想带着秋萍去外地、外国
见见世面。那些年，我俩去了北京、西安、桂林、台湾和
海南岛……，还去了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我们还坐
邮轮去了厦门、三峡，哦，还有韩国。后来，旅游团不接
受我们报名了，说我们超龄啦！没办法，我们就去附近
的农家乐寻找乐趣。

日子在轻松、平和中飞逝而过。2019年的冬天，秋
萍突发脑梗送去医院救治，CT一扫，说是脑部大面积
梗塞，立刻送进 ICU，医生还下了病危通知书，我给孩
子打电话时人抖个不停，我怕秋萍离开我啊……

是秋萍命大还是老天怜悯我？三天后秋萍情况好
转，离开 ICU住进了普通病房，医生说还需治疗一段时
间。

秋萍住院期间，需要家属陪护，孩子们说，爸你年
纪大，这活轮不到你干。那些日子，几个孩子轮流值
班。而且，他们都是争相陪护，三个孩子都是单位的骨
干、领导，他们说，宁可舍弃工作，也不放弃老妈！这话
让我们感动得流泪。

陪护很累，要给妈妈搞卫生、喂药、喂饭，还要观察
病情变化，及时和医生护士沟通，虽很繁琐，但孩子们
不厌其烦，很耐心，很细心，主要是他们有孝心啊！

儿媳妇们也没闲着，洗衣送饭，她们尽量做秋萍喜
欢吃的，合口味的，有营养的，然后一口一口喂给婆婆
吃，贤惠啊！

中国有句传统老话：养儿防老。这句话千真万确，
人老了，生病了，就得靠儿女，我深有体会啊！

人啊，老有所依才是福！

还记得上海双层观光巴士1路吗？坐在露天的二层悠哉悠哉看沿路风景，是许多观光客的首选。2010年观光
巴士停运后很多游客深觉遗憾。最近全新推出的大巴士观光游拾遗补缺了，合理的线路安排、一票在手任意站点随
上随下的便利设置、多国语言的景点介绍等特色深受游客喜爱，很快成为游客们玩转上海的新选项。

记者 夏常青 摄影报道

 抓拍

DONGFANG CHENGXIANG BAO
2021/6/11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顾向民2 一周

■ 点击⇨⇨⇨

■事件众议⇨⇨⇨

噪音扰民困扰很多人很多
年。“5 月 31 日晚 22：00 至 6 月 21
日晨 6：00，禁止涉及产生环境噪

声污染的夜间建筑施工作业”这
样的规定，不应该止于“高考那几
天”，而是需要常态化。因为“晚
22：00至晨 6：00”这个时间段的安
宁权所有人都需要。

眼下的一些施工工地，夜间
施工已经成为了一种见怪不怪的
常态。其实，这种施工的做法是
存在问题的。对于施工部门而
言，当然希望工程能够早点结束，
于是“挑灯夜战”，似乎是“为了发
展”。然而“为了发展”也不能侵
犯他人的安宁权。尤其是靠近生
活小区的施工工地，更应该把百
姓的安宁权放在第一位。

而实际上，“半夜鸡叫”的施
工工地很多很多，一些夜间施工
的工地，噪音值达到 80 分贝。这
种噪音污染让百姓常常“半夜惊
梦”。安静的生活需要成为常
态。因此，叫停“半夜鸡叫”的施
工工地，需要融入平时的生活，把

“甜蜜梦乡”还给百姓。尤其是大
城市的市民白天的时候忙忙碌
碌，他们“睡一场好觉”的权利需
要得到维护。

工地噪音污染，不能“高考一

结束就继续”。即便高考结束了，
也需要按照噪音污染的标准进行
打击。

同样，因高分贝扰民备受诟
病的广场舞在高考期间变得安静
自然是好事，可是剩下的日子又
靠什么得以安静呢？众所周知，
广场舞的主要问题是噪音扰民，
既然扰民不对，那么不仅高考时
不该扰，平时也不能。可是，知易
行难。如果只有高考这两天，广
场舞成员知道要对噪音说不，可
是在其余的日子里却无视他人安
静的需要，肆意侵犯他人的生活
安宁权，那么偶尔为之的无声广
场舞就变得讽刺起来。

众所周知，考生不只是考试
时才学习，噪音也不只是在考试
时才扰民，既然能做到也是法律
要求必须做到的，那么日常的噪
音治理也应一碗水端平，确保没
有人受到噪音打扰。

为高考暂停的“噪音扰民键”，能否一直摁住？
【事件回放】 高考期间，各地纷纷对建筑工地、工厂、娱乐场所、广场等

公共区域，下达严格的“禁噪令”。如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关于2021

年高考、中考期间禁止建筑施工作业时间安排的通知》，明确规定从5月

31日晚22：00至6月21日晨6：00，禁止涉及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夜间建

筑施工作业。安徽宣城为助力高考，采用无线音频传输技术实现“无声”

广场舞，市民在广场上戴耳机跳广场舞。

然而，随着高考的结束，这些噪音污染似乎又开始卷土重来。那么，

高考期间扰民的噪音暂停键，高考结束就可以松开了吗？

【微博热帖】

@郭元鹏：高考是人生最重要
的事情，“静音模式”不容打折。但
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工地的

“半夜鸡叫”能不能不只是消停几
天？高考考生需要安静的环境，需
要“美梦的睡眠”，老百姓平时就不
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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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观点】

结婚后我才跟秋萍说了这事，秋萍当时眼睛就红

了，她们都是良善人，一个善解人意，一个知恩图报，所

以婆媳相处四十二年，跟母女一样和睦，亲密。

口述/老吴伯伯 文字整理/许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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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弹驱逐舰”现身上海地
铁陕西南路站“多款航海
重器”一并亮相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百年征程波澜壮阔，为了展现
我党百年光辉历程中的航海故事，
为党的百年大庆记载伟业、展示辉
煌，大力营造共庆百年华诞、共创
历史伟业的浓厚氛围，由中国航海
博物馆、江南造船集团、申通地铁
集团共同举办的“红色记忆•蓝色
航海展”，于 2021 年 5月 30 日在陕
西南路地铁站开幕。

中共一大纪念馆实行全预
约制参观 可选线上和线下

一大纪念馆在开馆后将实行
全预约制参观，个人和团体可分别
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途径进行预
约。目前线上可通过中共一大纪
念馆的微信公众号和微信小程序
进行预约，线下可选择电话和窗口
预约。观众可预约 7天内的参观，
每天开放1万个参观名额。观众凭
预约二维码、身份证及防疫健康码
即可入馆参观。需要提醒的是，中
共一大纪念馆和中共一大会址需
分开预约，不能一码通用。

“长三角生物医药协同
创新信息平台”成立

“长三角生物医药协同创新信
息平台”日前成立。由上海市生物
医药科技发展中心主办的第 23届
上海国际生物技术与医药研讨会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表示，
信息平台的启动促进区域内项目、
技术和人才交流互动以及设备资
源共享，“旨在强化以高校和科研
院所为主的源头创新，打通科技成
果转化的第一公里”。

申城档案馆新馆投入运行
上海市档案馆新馆日前投入

运行，展览 6 月 10 号开始预约参
观。新馆位于浦东新区白杨路636
号（临），总建筑面积 131652 平方
米，其中一期建设 106045 平方米。
新馆南楼9800平方米的空间，将打
造成为一个面向公众，互动开放的

“城市忆空间”：查阅档案、观看展
览、读档学史、聆听讲座、文化社交
等，大家可以探寻一座光荣之城的
红色足迹，来一场叩问初心之旅。

上海警方推出22项
“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

上海市公安局近日召开新闻
发布会，公布推出 22项“我为群众
办实事”重点项目，分为“为群众解
烦忧”“为群众护安全”“为孩子助
成长”三大类。22项重点项目聚焦
公安主责主业和服务保障经济社
会民生，不断深化公安“放管服”改
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
事、群众的烦心事，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打造传统文化保护基地
首个海派皮影文化园开园

宫灯式景观灯、“西洋镜”风格
标识、皮影雕塑……一个皮影文化
大观园日前在浦东张江镇环东中
心村揭幕。这也是上海首个以海
派皮影为主题的文化园区，将呈现
出传统艺术的崭新活力。张江海
派皮影文化园总体规划面积约8万
平方米，园区主要分为：海派水幕
舞台、南湖皮影红船、皮影展厅、皮
影大剧院和百年百位红色皮影人
物展等五个部分。整体园区设计
灵感取材于传统皮影文化，又在皮
影标志性主题形象上加以创新，融
合了富有张江特色的现代元素。

■关注⇨⇨⇨
“00后”脑瘫男孩脚敲代
码学编程：梦想成为IT工
程师

想成为一名 IT工程师是吉
林松原患有痉挛性脑瘫的 17岁
男孩梁轲农的愿望。

正在读小学 6 年级的梁轲
农痴迷编程，他用脚敲代码的图
片在网上引发不少人的关注。
几年来，他利用闲暇时间在电脑
上自学了不少知识，编程就是其
中之一。梁轲农说，他报了很多
网课，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学
习。在家上课时，梁轲农坐在床
上，伸出左脚，蜷曲右腿，身体微
微前倾，努力保持着平衡。依靠
着左脚的五个脚指头，梁轲农一
个字符一个字符地在电脑上敲
出代码。时间一长，脚会累到抽
筋。

如今，编程已经成为梁轲农
一个重要的表达方式。去年教
师节，他用编程给老师们制作了
贺卡。今年，他又在网络上发布
了自制小游戏“战疫者”，向抗击
疫情的一线医护工作者致敬。

“送考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先考
试后处理’，不等于不处理，只是处
理时间延迟到高考结束而已，其警
示教育意义同样存在。执法部门如
此为考生着想，分清了轻重缓急，不
仅不会有损执法公信力，反而是执
法有温度、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表
现，也赢得了民意。针对日常的违
法行为，相应的处罚固然必不可少，
但这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规
范交通，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频
率。法治社会中，规范执法不可或

缺，但人性化执法更显温度。交通
执法态度，随高考适当调整，兼顾了
法理与情理，经得起质疑。”李万友
评论送考车辆出事故“先考试后处
理”：兼顾法理与情理

“老年人利用手机享受晚年生
活 不 该 通 过 低 质 的 赚 钱 APP 实
现。对此，我们加大教育引导，提供
替代性娱乐方案。一方面，依托预
防网络诈骗教育环境，拓展理性用
网教育氛围，引导老年人科学使用

手机；另一方面，要鼓励 APP 开发
企业制作适老型APP，让老年人也
能如年轻人一般娱乐和享受。所
谓：‘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让
老年人充分享受晚年生活，必须开
辟晴朗无害的网络空间，提防不良
诱惑侵占老年人生活。不能让老年
人沦为赚钱 APP 的廉价苦力。”严
奇评论老年人沉迷于刷手机完成

“赚钱任务”：别让老年人沦为赚钱
APP的廉价苦力

“危险有时是如此迫近，生命有
时是如此脆弱，面对突发火灾，自救
才是根本，人人都应该是‘消防志愿
者’。我们每个人应主动学习消防
安全常识，掌握应急技能。日常生
活中，不管是在居住的小区、工作单
位，或者是其他场所，都保持足够警
醒，助力消除安全隐患，用积极的配
合、共同的努力，实现防患未然、防
微杜渐。”杨维立评论河南平顶山市
民火灾自救：人人都应该是“消防志
愿者”

■热议⇨⇨⇨

老 有 所 依 才 是 福

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提供数字人民币使用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