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新闻�网事
2019年9月11日

3

《石狮日报》网事
有什么新鲜事、新闻线索，欢迎加入本刊交

流平台，通过QQ、微信、微博、邮件，以文件、图

片或语音、视频的方式告诉我们哦。

微信公众号“石狮日报”ID：ssrbwx

邮箱：33077458@qq.com

网络热点一 周

“峡谷旅游路两侧颜值再提升！将有一条花溪”9月7日，本报

微信公众号一条关于峡谷旅游路的消息再次点燃广大市民、网友的

激情。

热闹的学府公园，唯美的花海谷公园以及令人舒心的水库倒影，

我市峡谷旅游路自开建以来，带给人们的惊喜不断，这些亮点也令其

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上述报道不仅及时为广大网友、市

民带来关注度高的峡谷旅游路两侧景观提升工程的最新进度，同时，

关乎该工程登山栈道、紫薇园以及花溪即将建成的消息也令人雀跃，

这些景点将融入不少网友、市民的假日旅游行程中。 （文豪整理）

关键词：颜值提升

关键词：撒钱

“石狮最珍贵的城市记忆，它承载了人们许多乡愁。”古建筑是

科技文化知识与艺术的结合体，也是历史载体。日前，石狮日报微

信公众号以图文相结合的形式，从多个角度再次让广大市民和网友

感受石狮的古厝“闽南风”。

就地取材与出砖入石的王起沃故居，异域风情与闽南文化交相辉映

的华侨民居，包含良好家风古训的景胜别墅以及传统村落华山民居……

不少网友阅览后，犹如走进一段历史人文传奇故事中。保存历史就是保

存城市的文脉。网友们表示，石狮在加快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对老街区、

古村落中的古建筑文物能够注意保护、保存其传统风貌和个性，不仅体

现了一座城市的温度，也留住了许多人的乡愁，非常值得赞许。

关键词：乡愁

你“ZAO”了吗？
APP知道了太多“小秘密”

“快来捡啊！”“天上掉下百元大钞啦！”“就在八七路！”9月9日，

数段有关“路人捡钱”的手机视频在微信群广为流传。事件发生在

八七路靠濠江路十字路口附近路段，百元钞票在空中飞舞，一些车

主、行人参与捡钱。

为何突然有“飞来横财”？直至昨日石狮日报即时新闻平台一

条“警方通报来了！男子撒钱十余万，希望捡钱者归还，撒钱原因是

……”的新闻发布后，解开了广大网友的疑问。

“也太不应该了，工作不顺可以选择更合理的方式处理压力。”“这

样很不好，如果因此造成交通问题，谁的责任？”针对因工作不顺而一时

冲动的撒钱者黄某，网友们则提出了合理的改正建议，此外，不少网友

们更纷纷转发相关报道，表示将同心协力，帮忙其找回钱款。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

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这首歌想必大家都会

唱。近日，有几张截图在朋友

圈流传，这首《一分钱》的儿歌

被改成了《一元钱》，引发广大

网友热议。

网友对编者修改的原因

进行了猜测：现在的孩子们在

生活中已经很难见到一分钱

了，为了更贴近生活，与时俱

进，改为一元钱。

据了解，这首歌出自国家

一级作曲家潘振声之手，他一

生创作了大量儿童歌曲，被人

们誉为当代“儿歌大王”。因

为这首歌太有名了，潘振声还

有了“一分钱爷爷”这个称

号。对此，歌曲原作者潘振声

的女儿表示：“这首歌写的是

孩子天真无邪，跟物价上涨没

有什么关系。经典就是经典，

我们今天唱来仍然可以体会

当时创作者的心血。”

（新华）

“儿歌涨价”
引
网友热议

因用户协议涉嫌过度收集用

户信息及隐私安全争议

……一段时间以来，AI换

脸软件“ZAO”不仅被工信

部约谈，而且因为知道了

人们太多“小秘密”将自己

再次送上了微博热搜。

包括我市网友在内，过

去一周，不少石狮网友也被

该软件的新奇性与趣味性所

吸引，但随之而来的风险也成

为许多人的担忧。

与明星同台飙戏

“前几天，我与五阿哥、马云

还有李现‘飙戏’了。”这令人摸

不着头脑的一句话，出自我市不

少网友之口。

原因在于AI换脸软件“ZAO”

的一夜爆红。该软件只需上传一

张个人照片，并且通过人脸验证证

明是本人，就可以换脸影视剧片段，

与明星“同台飙戏”。

利用“ZAO”APP“换脸”，一时之

间，我市不少网友对此十分热衷。从

“李现老公邀请你视频”的情侣戏、

“陈坤告白”的男神戏、“尔康求皇上

要紫薇”的古装戏甚至是“王思聪买

车像买菜”采访实录，只要用户喜欢，

均可成为“剧中人”。

“很简单，首先需要用手机号动

态验证码进行验证登录。换脸时需

要进行眨眼、抬头等各种验证。验证

后，同意或确保肖像权利人同意授予

关联公司全球范围内完全免费、不可

撤销、永久、可转授权和可再许可的

权利，便可任意成为‘戏中人’了。”我

市网友吴先生一段时间以来，高频率

使用该软件。兴致过后，他也陷入了

沉思：自己的面部信息会不会被别有

用心的人利用？一旦匹配成功，轻则

是精准诈骗，重则有可能致使用户账

号、密码洞开。这样一来，不仅“丢了

脸”，还可能丢了钱。

“可怕的APP”

“现在的APP真是太可怕，各种

类型都有，而且更加智能化，真怕被

人们给‘黑化’。”有网友提出质疑。

拿上述APP“ZAO”来看，其对用

户协议涉嫌过度收集用户信息及隐私

安全争议。虽说该软件负责方做出

回应，但相关话题也冲上热搜：为何

数据时代的我们几乎都在“裸奔”？

为何安装了一个APP，相关的骚扰

短信、电话增多、电信诈骗防不胜

防？为何个人信息如今变得这么

不安全？……

从个例到现象，这些问题的

背后，是网友们对个人隐私安全

问题引发的集体焦虑。

再从“ZAO”角度来看，换

脸软件固然好玩，但其收集用

户人脸数据的风险更让人担

心。在手机刷脸解锁、刷脸支

付、刷脸身份验证的年代，个

人信息一旦泄露，带来的影

响远比上网时产生的数据

信息泄露风险更大。另外，

据国内一权威平台显示

2018年接到网络安全事件

报告累计十万余件，而个

人信息泄露的比例近百

分之三十！成为网友们

遭遇的第二大安全事

件。

眼下，智能手机

普及，互联网应用技术

逐渐渗透，现代人或

多或少都把自己的隐私暴露在网络

平台。从曾经收集用户个人爱好到

如今收集人脸数据，行为分析、隐私

泄露，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部分

网友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近几

年，国家政策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

正在逐步走向条款化。面对越来越

多的手机APP越界获取用户个人信

息，我国出台了《互联网应用收集个

人信息基本规范》，面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这意味着APP收集个人信

息将面临“国标”的约束，这也令广

大网友期待。 （王文豪）

在永宁，除了李子芳，还有另

一位著名的华侨烈士——董云

阁，他不仅是一位富家子弟，还是

石狮最早的中共党员。董云阁本

可以在菲律宾享受富人生活，但

是为了祖国，他毅然回到福建参

加中国共产党，是当时中共福建

省领导核心人之一，其于1932年

不幸被捕，年仅24岁便英勇就

义，用鲜血谱出一段令人动容的

革命篇章。

董云阁其父早年往菲律宾经

商，家境颇宽裕，他从小随父往菲

律宾，在马尼拉求学。1925年，他

回国就读于厦门集美学校，在厦

门时他即秘密参加革命活动。当

年年仅17岁的董云阁就与其他

革命志士在厦门建立了“闽南文

化促进会”，并创办“平民夜校”，

1926年董云阁光荣加入共青团，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共产党员后，董云阁牢

记使命，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革命的失败并没有动摇他的信

念。1926年董云阁受党组织派

遣，回到家乡永宁一带开展革命

活动，建立农会组织，播下革命火

种。当时其母亲反对他参加革

命，希望能将他留在永宁，但董云

阁却毅然放下母亲与妻子，坚持

返回厦门。大革命失败之时，白

色恐怖笼罩厦门上空，他不顾生

命危险，继续参加中共厦门市委

的领导工作，他与苏效泉挑起团

市委领导重担，不辞劳苦，深入基

层，调查研究，从中发现培养积极

分子。1929年，他被任命为福建

省委组织部长，次年9月代理团

省委书记，10月接任团省委书

记。1931年3月25日，设在厦门

的中共省委机关遭到敌人严重破

坏，省委秘书长杨适、宣传部长李

国珍被捕牺牲，但董云阁并没有

被吓倒，他挺身而出，在代理省委

书记王海萍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工作时，与蔡协民、曾志等同志主

动担负起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

任。因形势险峻，董云阁母亲担

心儿子的安危，多次劝他到菲律

宾去，都被断然拒绝，他对母亲说

“没有国，哪有家!”当时，革命经

费有限，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从

小生在富裕家庭的董云阁却坚持

下来，并且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

要贡献，1932年，他被补任为中共

厦门中心市委常委，并以党的巡

视员身份到仙游指导仙游县委成

立抗捐委员会，在董云阁的具体

指导下，莆田党、团县委进一步健

全，农会、革命互济会、妇女救国

会等组织也有一定发展。

1932年5月25日，年仅24岁

的董云阁不幸被捕，在狱中，他正

气凛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

于10月23日被杀害于厦门。英雄

已逝，故居犹在，1940年侵华日军

登陆永宁，制造骇人听闻的“七一

六惨案”，董云阁故居二楼右侧窗

户也被日军炮火击中，后虽修复，

炮击痕迹却依稀可辨，成为一处见

证日军罪行的历史遗迹，和烈士的

事迹一起成为历史留下的财富。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董云阁故居成

为永宁镇文化旅游的重要景点之

一，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市民游客

可以通过参观故居了解董云阁烈

士的光辉一生，以传承其革命精

神。 （记者 占婷）

近日，鸿山镇东埔三村

村民邱华楼、邱华民、邱华伦

三兄弟简办母亲80岁大寿，

捐资5万元支持该村敬老院

建设的事迹，被村民们津津

乐道。记者了解到，在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该村党支部

一班人特别重视村民思想境

界的提升，特别重视用崇德

向善的公益情怀武装村民的

头脑。

近年来，东埔三村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

字总要求，系统思考如何助力

乡村振兴。党支部一班人认

为，乡村振兴首先要改造村民

的思想，提高他们的素质，培

养他们的公益之心。于是，他

们通过张贴“善行义举榜”，将

热心公益的村民事迹刊登出

来，倡导“不比阔气比公益”、

热衷公益的新风气。如今，在

村干部的示范和志愿者的劝

导下，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不比阔气比公益”，已成为东

埔三村的新风尚。

去年5月，东埔三村乡贤

邱华表、邱华守为母亲蔡秀琼

女士过生日，他们积极响应鸿

山镇和东埔三村移风易俗、喜

事新办的号召，简办寿宴，并

捐资20万元给村落公益事

业。今年6月，东埔三村乡贤

邱银德、邱美兰伉俪之子即将

结婚，邱银德、邱美兰伉俪积

极响应移风易俗、喜事新办

的号召，主动表示愿意简办

其子婚宴，将节省下来的2万

元捐赠给东埔三村的敬老

院，为村里的敬老事业贡献

一份爱心。前不久，该村有

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邱家福

在去世前捐出自己的全部积

蓄8万元，支持村里的公益慈

善事业。

不仅是敬老院，村里的法

治广场、青少年活动中心、海

峡渔文化博物馆及其他文体

设施，都凝聚着民间公益的力

量。其中，青少年活动中心每

逢节假日、寒暑假，在村关工

委、老年协会、志愿者等的指

导下，都会常态化开展各类公

益性的青少年社会实践和主

题教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

期文体生活。

如今，村民思想境界正在

提升，崇德向善的公益情怀也

在村民心中扎根，自治、法治、

德治的完美融合也在东埔三

村成功实现。不管是乡贤还

是普通村民，都积极响应移风

易俗、喜事新办的号召，纷纷

捐款支持村里的公益慈善事

业。截至目前，村民为移风易

俗捐款已达42.8万元，东埔三

村呈现出人人为建设幸福乡

村出力、出资、出智的喜人局

面。

乡村要振兴，经济发展

是“火车头”。东埔三村党支

部坚持把经济发展和项目建

设放在第一位，他们立足村

情、用心谋划，积极盘活闲置

土地，大力发展远洋捕捞和

海产品加工业，仅海产品加

工厂一年就能为村集体带来

20多万元收入。同时，以打

造东埔历史文化古村与“乡

村记忆文化”示范村为契机，

建设由东福寺至“四世一品”

祠堂的道路；结合农村生活

污水改造计划，改造下街仔

至砌头旧路，完善村内道路

等基础配套。村党支部还主

动投入重点项目攻坚战，协

助做好海岸带滨海片区征迁

改造及通港路建设等项目，

特别是在鸿山镇头号民生工

程九五路拆迁改造工程中，

党支部一班人始终战斗在一

线。他们以发展的眼光抓产

业发展，在融入全镇发展大

局的同时，推动东埔三村全

面振兴。

在抓经济的同时，不忘

重视文化事业，构建乡村文

脉。东埔三村文化氛围浓

厚，基础设施齐全，辖区内有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四世一

品”祠堂、“四世一品”纪念亭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党建宣传廊等文化景观，有塑

胶灯光球场、健身休闲广场、

法治文化广场、石狮海峡渔文

化博物馆等文体教育设施，还

有东埔渔村文化历史研究会

等社会机构。村党支部着力

发挥好这些场所的作用，通过

党建带团建、关建，有效整合

起工青妇、老人会等群团组

织和社会力量，让这些文化

场所为共建共治共享美丽和

谐乡村助力。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邱华表）

近日，祥芝镇前山村党员们的家门上多

了个红色小牌子，原来，这是祥芝镇前山村党

支部开展的“党员示范户”挂牌活动，让村内

47户党员家庭都挂上了牌子。

此次活动受到支部党员的一致好评，虽

然只是一块红色小牌子，但它代表的是一份

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一种约束，它时时刻刻

提醒着每一位党员行为举止要符合党员要

求。前山村党支部希望通过党员家庭示范户

的示范引领，让党员亮出身份，树立形象，发

挥辐射作用，接受群众监督，形成党员示范引

领、群众看齐跟进的良好局面，为推进美丽前

山建设凝聚正能量、激发新动力。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李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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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山村党员“亮身份”

9月9日一大早，锦尚镇人民政府的大楼前锣鼓

喧天，这里正在举行新兵欢送仪式，6名新兵即将奔

赴军营，踏上新征程，成为光荣的人民子弟兵。在他

们当中，身高1.78米的厝上村新兵邱子超个高一头，

显得格外出众，殊不知这位略显青涩的小伙子这几天

经历了悲喜两重天。因为，他爷爷邱于辉9月7日刚

去世，而他却不能送爷爷最后一程。

9月10日晚上7点，锦尚镇厝上村民兵营长邱金

钗告诉记者，“9月11日凌晨4点30分是新兵报到、送

往军营的时间，所有新兵必须到位，他们已经是部队的

一员了，就要有纪律性，而这个时间点，邱子超就赶不

上给爷爷送殡了。”邱金钗表示，邱子超的家里人决定，

不能因为给爷爷治丧而耽搁他去军营报到的时间。

随后，记者见到邱子超时，他正跟父母一起匆匆

赶来，对于未能给爷爷送殡，邱子超很是伤怀，虽有遗

憾，却坚定地表示服从组织的命令，按时报到。在一

旁的母亲蔡凤凤表示，“对于子超去部队参军，他爷爷

很是支持，前几天知道子超脱颖而出光荣入伍后，也

很高兴，但没想到他突然就‘走’了。”邱子超对记者

说，他在高一的时候就有着参军梦，爷爷也很支持，对

于孙子能够进入部队而感到骄傲。对他而言，部队就

是个大熔炉，很多有志青年都是经过部队这个大熔炉

百炼成钢，提高个人素质，为国贡献。所以，他不想辜

负爷爷的期望。“不要有牵挂，好男儿志在四方，长大

了就要到部队去锻炼锻炼。”这是爷爷对邱子超说过

的话。

“他爷爷去世了，虽然未能看到子超走进军营，但

应该会很欣慰，而他家里人也支持国防工作，这样的

家国情怀，让我们深受感动！”锦尚镇党委委员、武装

部长张瑞富说。

9月11日凌晨4点半，邱子超踏上了前往四川新

兵连的旅程…… （记者 邱育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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