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徐星涛 记者 王平

“吾伲小区终于可以用天然气了！以前
换煤气罐要等很久才送到，现在拿个卡片去
居委或者物业找志愿者机器上一弄，回家插
一下就可以用了。”家住东场二村的沈老伯
高兴地介绍道。这几个月以来，东场二村的
居民们心里暖洋洋的，因为困扰大家多年的

“用气”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据了解，此次老公房天然气改造工程涉

及书院镇东场居民区的东场二村、东场三村
和海城小区，这三个老旧的小区共有居民
1690户，本地常住户口中一半以上都是老年
人。由于楼栋基本都是 80 年代建造，那时
天然气还未普及，也没有铺设地下天然气管
网，居民们都是使用煤气罐或液化气罐。随
着当地燃气公司的改革，换罐等气的时间

长，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自行换罐不方便，
罐装燃气价格已高于使用天然气的成本，再
加上近年来管道天然气已成为新建小区的

“标配”等种种因素，使得家里能通上天然气
变成了东场社区居民们心心念念的一桩心
事。

为解决这一难题，东场居委把“燃气入
户”当成“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一个民生工程
来抓，组建专项工作小
组，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示范引领作用，围绕

“民意征询、实地勘探、
敲定方案、监理施工”等
实际问题，多次召开居
民楼道组长会议进行商
讨，并积极配合天然气
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进
行实地测量和详细勘
察，确保每一户符合加
装条件的居民都能安全
的用上天然气。

在浦东新区相关政
策支持下，通过书院镇

和东场居委以及相关建设单位的多方通力
协作，书院镇东场居民区的东场二村、东场
三村和海城小区中共计1300多户符合天然
气改造条件的居民免费接通了天然气。“听
说要接通天然气了，我厨房都提前重新装修
了一下，以前放煤气罐的地方可省出不少空
间咧。”家住东场三村的刘阿姨高兴地炒着
菜说道。

据介绍，这 1300 多户的天然气改造工
程从正式开工到天然气公司验收完成并通
气仅花了5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东场居
民区党总支一方面为加快居民用上天然气
进度，每天安排党员志愿者在施工范围内进
行劝导、移车、巡逻，联系邻居留人开门，确
保施工、出行高效有序进行。另一方面考虑
到三个老旧小区内常住人口半数以上是老
年人，因地制宜成立了专项志愿者小组，在
施工完成后用两周时间与天然气公司工作
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进行天然气卡的开通及
充值工作，并为居民讲解天然气使用方法和
安全知识，真正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践。
告别“扛罐上楼”，燃气入户“点亮”老旧

小区新生活。书院镇将继续把学习党史同
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开展好“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实“民有所呼、我有所
行”，全心全意为人民办实事、解难题，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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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倪文琦 邱恒元

日前，某汽车企业因下属门店违法收集
消费者信息的事情引发了广泛关注，“某汽
车企业6个月采集43万张人脸照片”的词条
更是迅速登上了热搜。

据悉，2019年3月，该汽车企业与上海
某电子科技公司签订了《门店客流检测项目
框架合同》后，即在旗下5家直营店和2家加
盟店内，陆续安装了该电子科技公司22台
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通过摄像头采
集而来的客户面部数据进行客流分析，从而
为门店经营提供决策参考。目前，该企业已
受到行政处罚并进行了整改，该企业也回应
称其已撤下了所有的采集设备，人脸数据也
已全部删除，未来其将严格遵守国家关于消
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各项规定，确保维护客
户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然而，该问题并非偶然，上海市徐汇区
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此前在工作中就发现，

除该汽车企业外，还有多家企业同样存在违
法收集人脸信息的情况。徐汇区人民检察
院通过检察履职，督促行政机关已对包括该
汽车企业在内的多家非法使用人脸识别技
术的经营主体,予以及时查处。徐汇区人民
检察院还联合行政机关共同约谈相关企业
负责人，对其进行普法宣传，要求涉案企业
能够及时吸取教训、开展学习、积极整改，并
制作了数份公民个人信息领域的法律法规
指引告知书送达涉案企业，引导企业合法合
规经营，注意公民个人信息搜集的合法边
界。

行政机关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依法予以
立案调查，对涉案经营主体作出行政处罚，
并处以不同程度的罚款。同时，行政机关也
将进一步通过加大对消费商圈、商业综合
体、沿街商铺的日常巡查力度、畅通投诉举
报渠道等多种措施，进一步加强区内经营主
体使用人脸识别摄像头的监管力度，努力构
建安全、繁荣、卓越的营商环境。

违法收集人脸信息违法收集人脸信息 公益检察来亮剑公益检察来亮剑

老旧小区告别“扛罐上楼”

书院东场居民区燃气入户“点亮”新生活

冬日的上海阴冷潮湿，不少
人家寒气逼人，在阳光灿烂的日
子里，弄堂里总有三三两两的老
人拎着小矮凳和小椅子，到避风
朝南的墙角处一边晒太阳、一边
嘎山湖，用上海话来说，叫孵太
阳。

孵太阳的老人还真多，有的
穿着棉袄棉裤棉鞋，有的带着罗
宋帽和绒线帽，有的还戴上了纱
布口罩和围上了长长的围巾。在
暖阳下，一些老人闭着眼睛打起
了瞌睡，一些老人却手脚不停地
干着各种活儿。老年妇女坐在一
起做针线活，补衣服、纳鞋底、结
绒线。家庭主妇们拎着菜篮子来
拣菜、削土豆、刨萝卜丝。有老人
用那种吃剩下来的酱菜瓶灌满开
水一边焐手、一边喝水，瓶外还套
着一只玻璃丝编织的杯套；有老
人脚底下还放着一只盐水瓶，双
脚踏在上面前后滚动，活络关节；
有老人还抱着“蜡烛包”里的宝宝
一起来孵太阳，老人将膝盖弯成
一张“小床”，让宝宝躺着，宝宝咿
呀咿呀不知在说些什么，老人的
棉衣棉裤让孙辈在她的膝盖上舒
服睡去。有老人久病卧床，行动
不便，子女们从家里搬出藤椅，搀
出老人，在他的双膝上盖上一条
旧毯子，让老人也享受一下久违
的阳光。更多的老人是手捧着

“汤婆子”来孵太阳的。有老人喜
欢独处，一个人坐在弄堂一角孵
太阳，穿着对襟的老棉袄，双手插
在袖管里闭目养神，人一冲一冲
的，不一会竟倚墙睡着了。有老
人拎着一只骨牌凳，腋下夹着一
副象棋，坐下来与邻居老伯伯对
弈，手中几只“吃”来的象棋“叭
嗒、叭嗒”响个不停，旁边观棋的
几位老人不时指指点点，惹得两
位走棋的老人气呼呼地说“倷来
走好口伐”，观棋者连连摆手，又捂
住嘴巴说“勿响了、勿响了”，有老
人在暖阳中昏昏欲睡的模样，头
歪斜在一边，却被自家爱人大声
喊醒“绑绒线了”，老头很不情愿
地伸出双手，老太把一圈绒线套
到了老头手上，老头双手左右摇
摆着，老太手中的绒线团却越来
越大。有老人用一台自制的卷烟
机，一根根卷着自产的香烟，不时
有老人伸手来讨一根，卷烟老人
毫不吝啬地把一根根香烟递给他
人。有的老夫妻从里弄加工组接
来了活，在太阳底下穿别针，揿揿
钮、粘纸盒，一天赚几毛钱补贴家
用。

孵太阳的老人聚在一起嘎山
湖，多聊的是家事、身边事，儿女
孝顺，媳妇贤惠，孙辈聪明和今日
菜价等。有时，老人们还为某事
争论不休，但之后又会平静地友

好相处。
老人们惬意地孵太阳，打发

着慵懒的时光。而一帮小孩却倚
着弄堂一面墙玩起了“轧煞老娘
有饭吃”的游戏，嘻嘻哈哈地互相
挤来挤去，小棉袄挤破了也不管，
白白的棉花挂在背上也毫不在
意，挤得脸上汗涔涔的，身上热烘
烘的，不少人的棉袄后背上留下
了一块块的石灰粉迹，每当挤赢
时，心中还不免升起了一种成就
感，阳光下的弄堂成了孩子们的
乐园。

女孩子们则在一块平地上
“造房子”，在地上划出一个个小
方块，单脚踢动一片碎瓦玩那“造
房子”，也是不亦乐乎的，小脸蛋
都是红扑扑的。一边是老人们沐
浴在冬日的暖阳里，一边是孩子
们的游嬉时光，而另一边又是家
庭主妇们忙绿的时刻。她们纷纷
把家里的棉花胎、棉大衣、棉袄等
拿出来翻晒，用丫杈头将洗好的
衣物杈到屋顶上。

时间在嘎山湖中慢慢逝去，
温暖的阳光沿着墙壁慢慢地爬上
去了，老人们一个个拎着自家的
小矮凳、小椅子回家去了。

眼下，不少老人还是喜欢聚
在小区一角孵太阳，或许独门独
户的住宅隔开了过去那份邻里
情，也使得在家的老人多了几分
寂寞的感受。孵太阳，既给予了
老人身体上的温暖，更是给予了
他们内心的抚慰。

孵太阳
□陈建兴

□奚晓文
守住这张网/
咱一辈子就吃喝不愁了

□通讯员 刘倩雅 记者 王平

小安是一名高三学生，暑假期间，由于
家庭发生变故，父母对其疏于管教，头脑一
热便与同学一起实施了盗窃，当父母察觉
到小安的异样时，小安已经被公安机关抓
获。黄浦区检察院未检办经审查认为，小
安是初犯偶犯、犯罪情节轻微，且处于准备
高考的重要阶段，检察机关联合区青保办、
社工、律师等举行了听证会，经过慎重考
虑，选择社工担任小安的合适保证人，与小
安父母一起帮助他顺利度过诉讼阶段，同
时为高考做好准备。

当时小安马上要过18岁生日了，检察
官联系社工打算为他开展一次富有意义的
成人仪式，但却被小安母亲突如其来的一
通电话打乱了原有的安排，电话那头，小安
母亲崩溃痛哭，“我家孩子不能参加高考
了！怎么办啊？这样孩子的前途就毁掉
了！”检察官细细询问之下了解到原来是小

安母亲对高考政策不了解，两人又长期缺
乏良好的沟通，才有了引发误会的那通电
话。

延误的成人仪式还能不能举办？能！
但是要换个方式。检察官和社工带着蛋糕
来到小安家，为小安庆祝18岁生日。蜡烛
点燃了，小安双手合十默默许下了心愿。

检察官还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
物，那是一份“家庭作业”，鼓励他主动与父
母沟通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希望他在
成年后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
任。与此同时，检察官也与小安的家长进
行了交流，引导他们能够强化监护意识，主
动履行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掌握沟通技
巧，改善亲子关系。

小安母亲专门致电感谢了检察官。原
来小安母亲一回到家，孩子就告诉她检察
官和社工来帮他过生日的事情，并主动向
她介绍了考试的相关政策。在了解详情
后，小安母亲焦虑不安的心也彻底放下了。

妻子与朋友去工厂店回来，顺
便给我带了一双鞋子。妻子说，快
过年了，穿着新鞋走新年。如此吉
祥的事，我自然很高兴。

望着鞋架上排列整齐的鞋子，
数数居然有十几双了，皮的，棉的，
布的；旅游的，休闲的，运动的；冬
季的，夏季的，各种各样，五花八
门！

我一个人会拥有那么多的鞋
子，这在我的儿时，几乎想都不会
想到，而且也不敢想到；哪里会有
那样的奢望啊？

在我小时候，我们一家人也没
几双像样的鞋子。那时候，父母亲
经常穿的鞋子就是草鞋和蒲鞋，草
鞋是用稻草编织的，是夏天穿的，
蒲鞋是用菖蒲编织的，是冬天穿
的；实际上，天气不太冷的日子里，

父母亲基本上是赤着双脚下田干
活的；晚上洗过脚，穿的也是一双
木板拖鞋。父母亲也有布鞋，但只
有在走亲戚或者上街时才会穿。
我小时候也穿过蒲鞋。记得当年
上小学时，很多同学只有冬天才会
穿着鞋子上学，其他时间都是赤着
双脚去学校的。那时候，我们小孩
子一个人最多也就两双鞋子，一双
单鞋，一双棉鞋，都是布鞋。那时
候，赤脚是常态，穿鞋是过节，至于
穿什么鞋子，仿佛没有多大讲究。
当年只有新娘子出嫁时，脚上穿的
鞋子才会讲究一些的；记得我的婶
婶嫁到叔叔家来时，穿的就是一双
红色的绣花鞋。

我第一次穿上从城里买来的
白球鞋已经是中学毕业时了，那
天，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我被推荐
表演诗朗诵《国际歌》；父亲知道
了，便专门到县城给我买了一双白
球鞋，那时候，穿一双白球鞋是一
件很风光的事情。我知道这双鞋
子是父母亲对我能够上台表演的
最大奖励。我的第二第三双制式
鞋子是多年后当兵去了军营后部
队发的解放鞋和军棉鞋。穿上牛
皮鞋时我已经是一名年轻军官了，
是部队给军官配发的。之前我穿
的布鞋都是母亲在新年前做好的，
到了春节那天才穿的。一双鞋子
从春节穿到除夕，鞋子穿到鞋底穿
破，大脚拇趾钻出鞋头。那种惨
状，却不以为惨，倒很自然。那时
候，大多数的孩子，甚至很多成年
人老年人都这样穿鞋。

为家里人制作一双鞋子，是当
年所有母亲一年里的一件重要家
务，也是所有母亲都必须学会并熟
练操作的针线活。

做鞋子，首先就是纳鞋底。纳
鞋底，有三道工序，第一道是纳千
层底。千层底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意思是做鞋底要用好多层布。先
是用面粉调制浆糊，再卸下家里的
一扇门，搁在屋外的场地上，然后
就拿出从旧衣服上剪裁下来的大
大小小的布块，一层布一层浆糊的
平铺在门板上，通常叠上四五层，
就算弄好了。其中还有小技巧，就
是最底一层和最表面一层的布通
常要用比较大块的布，而中间几层
则可以用小布碎布。最后就让它
们在阳光下晒干，使一层一层布紧
密地粘在一起。第二道，就是用家
庭成员的旧鞋底作样式，在晒干了
的千层底上用粉笔画出形状，再剪

成鞋底样子，我曾经帮母亲画过鞋
底图形，我画好后母亲用剪刀剪出
来。第三道，就是纳鞋底。一般一
双鞋底要四五层千层底垫在一起
才耐用，厚些更好，但太厚了，制作
起来就吃力了。纳鞋底是做布鞋
最辛苦的一个工序了。一只鞋底，
将四五层千层底外加一块新的白
布包裹起来用针线一针一线的合
成起来，既费力又费工夫。线是那
种用麻线搓出来的，针是专门用来
纳鞋底的针，既粗又长，每穿一针
都要使很大的劲。在我的印象里，
每次纳鞋底时，母亲在屋里一坐就
是大半天，还常常是大半夜。一只
鞋底完工，鞋底上呈现出了一排排
均匀齐整的走线，那是母亲用心用
情缝出来的，鞋底里缝进的是世上
最无私的爱：妈妈的爱！

鞋底纳好后，就是缝上鞋帮
了。我记得，鞋帮都买现成的，那
时穿村走户的卖货郎的担子里有
专卖鞋帮的，根据需要买几双就可
以了。通常鞋帮颜色都是黑的，耐
脏，大方，也有花色红色的，那是给
女孩子做鞋用的。将鞋底与鞋帮
缝到一起，一双新鞋就完工了。

当年我能穿到的鞋子就是这
样的鞋子；而这双鞋子，正是母亲
挑灯夜战一针一线精心制作出来
的杰作。

现在，已经看不到这样的鞋
了；也没有人一双鞋子一年穿到头
了，而许多鞋子，被放在家里一年
也穿不上一次；更见不到穿着破了
的鞋底露出大脚拇趾的人了，许多
鞋子，常常被人遗忘在鞋盒之内。
各种各样的鞋子，品牌的，舒适的，
时尚的鞋子在人们的脚上行走。
鞋子已经走进了新的时代。

此刻，我想穿一双老式的布
鞋，不是要走回过去的岁月，而是
脚老了，也会怀旧。

鞋子的记忆
□俞富章

默默守护默默守护，“，“成人礼成人礼””为爱护航为爱护航

日前，上海市文化和旅游
局公布了本市首批 21 个数字
景区名单，上海科技馆、东方明
珠广播电视塔、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上
海海昌海洋公园、上海长风海
洋世界等一批景区入选。

数字景区是随着远距离视
频服务的应用而诞生的，一般
是指以在各具体景点安装视
频采集设备，将现场的风景
和游人的实时视频传送到监
控中心，为公众开放的景点
还能免费提供给游人观看与互
动。

现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旅游体验的需求也在不断升
级，但在节假日内景区人流量
大，车辆多，加之现在疫情防
控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人们旅游的舒适度和幸福感，

“数字景区”的出现致力于为给
每一位旅游者提供一个良好的
体验环境，是一次很有益的尝
试。

据了解，上海各大景区出
入口的感应装置、游客基础数据、指挥调
度中心、动态监测和安全应急等领域，无
一不渗透着数字技术。多个景区的客流
管理系统均已接入文旅主管部门端口，
除了可实现节假日客流实时上报外，还
可对景区客流承载量自动预警。目前相
关部门正在积极推动景区与“文旅通”
平台的对接，实现对景区重要位置、重
点保障时期的综合监测，同时结合“乐
游上海”“随申办”移动端等文旅公共
服务平台，推动开展营销宣传、旅游信息
展示、文旅产品在线预订等数字化营销
业务。让市民游客能获取更好的旅游体
验。

我是志愿者，志愿者是一种
缘分。

志愿者是为近邻乃至整个社
会进行贡献的活动者。在不为任
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能够主动
承担社会责任并且奉献个人的时
间和精神，去进行互助，传递友
爱，共同进步。我引以为荣。

志愿者的光荣称号，跟随我
走过了8年的春夏秋冬，从社区环
境整治到社会疫情防控，从开办
读书社到写些报刊文稿，从个人
参与到团队活动，有缘结识了很
多乐意志愿服务的朋友。学习与
践行相结合，健康与快乐一路行。

就在秋风把初冬送来之际，
我接到了一个温馨提示，2021年

“航头说”10~12 月宣讲安排表
上，竟有居村点到了我的课题，而
且是11月中下旬。好比是新娘子
上轿头一回，受宠若惊。掂量之
后，我鼓起勇气应允了。“有求必

应”，本来就是志愿者的风格。
我是从杨浦动迁来到航头之

后，加入志愿者行列的。初来乍
到，社区设施单薄，孤寂的感觉迫
使我向社区提建议。当得知社区
党委和居民区党支部听取民声，
办事爽快，很快提供场所，让我负
责开办“书香航武”读书班，实乃

“欣喜若狂”！要不然，一发而不
可收，8年的风雨兼程，我没有改
变初衷，始终领着读书团队，实行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传播知识，
共同进步。

刚到航头语言不太畅通，当
听到“格斑斑、伊斑斑（这边、那边
的意思）”的俚语，既好奇又云里
雾里，不知道是哪一般般。那时
鹤沙航城辖区方圆 5.03 平方公
里，由于建设单位遗留下来的荒
地七零八落，乐得闲不住手脚的
见缝插针，一种乱搭乱种现象乘
势而入，凌乱不堪，扰乱了整个社

区的生活环境，居民有怨言。我
又二次请缨，带领120名（各个团
队）志愿者进行荒地插牌、发放

“整治环境、爱我家园”的宣传单，
劝说效果不佳，最终志愿者辛辛
苦苦大战678三个月的时间里对

“格斑斑、伊斑斑”的破沙发、破床
垫、破渔网，还有彩条布搭建的看
守棚子和围栏进行拆除、清理，彰
显了志愿者团队的风采。现在看
到北横河两边休闲跑道成型有
色、夜景灯光秀丽的屏障，忘却了
当初整治的酷热和劳累，就这样
充满希冀，继续着志愿服务的愉
悦。

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平凡事，
我是履行平凡事中的一员，没有
惊天动地的故事，唯一的只有用
平凡事去与居村志愿者共分享。

11月中旬，我应邀分别去了
鹤沙航城的金沁苑一期、瑞和苑2
个居委会，这里的党员、楼组长、

志愿者比我先到，其中有我熟悉
的朋友，露出阳光的笑脸。虽然
入冬有几天了，但会议室的氛围
是暖融融的。正因为彼此熟悉，
我就按照《志愿的履行》的主题，
就如何做一名志愿者，就像面对
评委那样，如实汇报。着实送来
了赞同的掌声，我只有敬个礼表
示“谢谢”！

小雪过后，梅园村来了电话，
是一位年轻姑娘的声音。“王老
师，我们请你星期一下午一点半

‘航头说’讲课，能有空吗？”语气
诚恳而友善，我乐意应邀了，因为
我的祖辈就生长在农村，勤劳，质
朴。

小雪过后，大雪将至。星期
天楼道清理时，阳光还从窗口看
了我一眼，第二天便刮起了大风，
我如约提前半个小时到达了梅园
村居委会。约我的姑娘给我沏茶
请坐，我手捧盛满热茶的茶杯，在
二楼大厅等候梅园村志愿者的到
来。

一位阿姨走进会议大厅，看
见主席台上显示“王树才”的名

字，便说：“王树才，名字老熟悉
的，报纸上经常看到他的文章。”
尾随而来的居委干部连忙进行了
对号入座的介绍。阿姨脸上洋溢
着笑容，兴奋地说：“以前在报纸
上认识名字不认识人，今天认识
了。”她向前来参加会议的叔叔阿
姨一一介绍，我们就像久别重逢
的远房亲戚那样欢天喜地。当这
些“亲戚”听完我的志愿者经历以
后，坐在旁边的阿姨似乎不肯让
我离席，接着问：王老师，你今年
多少岁呀？我说：五七年出生，65
岁了。阿姨说：你还年轻。她说
话时略带笑容，露出的表情是那
么真挚。

是的，我还年轻，志愿者年
轻。大家站起来用掌声欢迎我下
次再来，同样，我祝福志愿者健康
快乐，常来常往。

相约在冬季，与居民、与村民
用交心的方式交融在一起，那是
志愿者的缘分。在志愿者之间敞
开心扉，彼此情谊是那么浓厚，我
的脸上热乎乎的，丝毫没有冬天
的寒意。

有缘相约在冬季
□王树才

庄严一票
阳光暖人更暖心，
看到民主全过程。
当家作主选代表，
庄严一票显神圣，
我是中国一公民。

犁耕笔耕
正月初十生下“牛”，
从小勤劳汗水流。
犁耕转至笔耕忙，
年年喜获双丰收，
重塑人生写春秋。

迎新花絮
□王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