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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违建拆除了，开墙打洞封堵了，架
空线开始入地了，胡同安静了……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全国人代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

4 月，《首都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2017-2019
年)行动方案》迅即出台，对北京东西城 2435 条背街小巷提出了
无私搭乱建、无开墙打洞、无乱停车、无乱搭架空线、创建文明街
区等“十无一创建”3 年治理计划，2000 多名干部成为街巷长，
化身“城市绣娘”。

5 个月过去，首都核心区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得怎样？百姓感
受如何？记者走进北京老城胡同实地探访。

小巷管家：“以前都不好意思邀请亲戚朋友

来串门”

“没想到这次治理这么彻底，这么细致，简直是翻天覆地的
变化。”东城区龙潭街道夕照寺西里南区，老住户梁萍感慨万千。

照片上，这片只有 3 栋老楼的社区曾被 297 处违建包围，进
出社区的双向车道被两侧违建挤成只容一辆三轮车通行的“羊
肠小道”。

如今，这里经过半年多整治面貌焕然一新：违建拆除，路面
拓宽，两侧摆放着花箱，还多了块绿茵茵的草坪；原来乱停乱放
的机动车也有序停放到专门的停车位。

大街是城市的“面子”，小巷则是“里子”。有面子，也要有里子。
动员部署、街巷巡查、和居民沟通、科学规划…… 5 个月里，

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
“我在这住了近 40 年，以前都不好意思邀请亲戚朋友来串

门，因为门前的环境太差了。”梁萍说，“做梦都没想到家门口能
变得这么漂亮！”

自己的事情自己办。继实施街巷长制后，龙潭街道率先推行
“小巷管家”，邀请社区群众共治。梁萍主动报名当上了“管家”，每天
在社区巡视，发现问题，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及时上报……

胡同居民：“感觉天都变亮了”

“这条胡同一治理好，感觉天都变亮了。”在西城区达智桥胡
同生活了几十年的袁继生老人感叹。

胡同只有 186 米长，整治前数十家店铺、摊位林立，遮阳伞
一把挨着一把，原本可容两辆车并行的胡同，行人只能排着队
走，居民出门只能看到“一线天”。

如今，违建拆除，店外经营和摆摊行为被清理，房屋外立面

被修缮，道路重铺，胡同变得敞亮。
胡同里，停放着几辆轿车，还不时有车鸣笛通过……广内街

道科长、达智桥胡同街长高波说，胡同里虽只有 10 辆车，停车问
题已成头等大事，为此多次协调沟通。

“马上就要落实了。”高波兴奋地说，“等停车问题解决，这条
胡同就基本治理好了。”

胡同里，坐落着著名的“公车上书”纪念地杨椒山祠。院落完
全腾退后，这里将恢复历史风貌……

西城区前门西河沿街长 1150 米，至今仍保留着正乙祠戏楼
等老建筑。这里乱停车、户外占道经营等问题也一度非常突出，
居民反映强烈。
今年以来，大栅栏街道加强胡同内机动车整治、禁停，协调周

边企业停车场供居民停车，基本解决了机动车乱停占道问题。
胡同宽敞，没有架空线，天空干干净净，最东头的正阳门城

楼清晰可见。
“这条街通通透透、规规整整，让人看了就心里舒服，这样的

街道才是‘首都范儿’。”85 岁的陈福茂在这里住了 40 多年，满是
自豪。

城管委主任：“未来的北京，将充分体现出

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

北京，是一座有着 3000 多年建城史、860 多年建都史的历
史名城……

拆除违建 36 . 2 万平方米，封堵开墙打洞 8543 处，拆除违章
广告牌匾 4700 余处，增加绿化植被 9269 平方米……数字枯燥
却有力：2017 年以来，首都核心区已有 1211 条背街小巷启动治
理工作，其中 189 条达到无违建等“十无”标准。

随着治理工作快速推进，一条条街道、胡同“旧貌换新颜”：在
前门，源自明代的三里河被重修，水绕庭院，胜似江南；在簋街，原
本安全隐患众多、环境卫生脏乱的街道被全面整治……

不久前，北京核心区电力架空线入地改造工程已启动。到年
底，首都核心区将有 800余条背街小巷告别空中“蜘蛛网”……

“我们仰望的天空将不再是破碎的。”北京市城管委主任孙
新军说，“未来的北京，将充分体现出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
风貌，成为一座既有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又有绿树阴阴、鸟语花
香的和谐宜居国际大都市。”

海淀 1032 条、朝阳 1505 条……眼下，北京背街小巷整治提
升工作，正从东西城向城六区、城市副中心延伸。

“背街小巷的治理才刚刚开始。”孙新军说。
(记者李斌、季小波、关桂峰、孟菁、谢晗)

“这样的街道才是‘首都范儿’”
北京老城“绣花”记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
(“新华视点”记者马晓澄、汪奥娜、
魏梦佳)“看脸”的时代真的来了！
不过，拼的不是颜值而是识别准确
度。进入 9 月，刷脸新闻频频进入
公众视野：北京师范大学全部宿舍
楼安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系统；杭州
一家肯德基餐厅可以刷脸支付了，
整个过程不超过 10秒……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爆发”，
是否意味着证件、指纹识别等传
统身份识别方式将被取代？有网
友着急地问：胖了、瘦了怎么办？
整容了怎么办？有人假扮自己怎
么办？

多家人脸识别公司

获上亿元融资

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副总裁
杨帆说，这几年，人脸识别的应用
场景已从线上运用逐步往线下拓
展。北京有无人超市能刷脸进出，
河南有机场能刷脸登机，厦门有酒
店能刷脸入住……

来自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
显示，2016 年我国人脸识别行业
市场规模已超过 10 亿元，预计到
2021 年将达到 51 亿元左右。

资本迅速涌入。今年 7 月，商
汤科技宣布完成 4 . 1 亿美元 B 轮
融资。上海依图科技与北京旷视
科技完成了 C 轮融资，金额分别
为 3 . 8 亿元人民币与 1 亿美元。

旷视科技副总裁谢忆楠等告
诉记者，人脸识别技术主要有三大
应用方向。一个应用场景是 1：1
认证，即证明人与证件信息是统一
的，主要用于实名制验证。

其次是 1：N 认证，即判断某
个人是否为特定群体中的一员，
用于人员出入管理和城市安防
等。重庆市某公安分局使用商汤
科技的人像比对系统，在 40 个工
作日内辨认出 69 名嫌疑人，相比
人工效率提升 200 倍。

第三种是活体检测，以确保是真人在操作业务，进而
做账户许可授权。云从科技的人脸技术已经运用于全国
50多家银行。中信银行的 ATM 和移动客户端可以远程
身份认证，海通证券可以远程开户，滴滴平台则可以查验
驾驶者是否为注册司机。

机器识别大幅度整容、双胞胎还有困难

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科学家们涉足人脸识别的
研究，不过准确率一直不高。过去数年，科学家将深度学
习算法运用于人脸识别。2014 年，香港中文大学汤晓鸥
研究团队开发的算法使机器识别准确率超过了人类。

据 360 公司副总裁、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颜水成
介绍，通常人脸识别包含以下环节：相机或者专业设备
先采集到图片，人脸检测技术定位图片中的人脸，然后
从中再定位诸如眼角、鼻尖、嘴角、脸部轮廓线等特征
点，进行包括光线补偿或者遮挡物剔除等校正。再用深
度学习算法进行身份特征提取，跟数据库中的人脸特
征做比对，以识别人脸身份。

在人脸识别技术的研发方面，中国与国际发达水
平基本同步。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西安交通大学电信
学院特聘教授龚怡宏表示，人脸识别领域国际上有几
个公认的测试集，测试结果名列前茅的团队名称会记
录上网，中国科研人员占据半壁江山，不少准确度都超
过 99%。

尽管如此，龚怡宏表示，在测试集中得到的成绩，运
用于现实中会大打折扣。在现实中人群样本更大，不同
光线、姿态、分辨率等条件都可能给机器识别带来困难。

颜水成表示，双胞胎、整容前后等特殊情况下机器
能否识别，要看具体情况。比如整容幅度过大，机器无法
识别是有可能的。此外，脸部信息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
改变。如果到了机器无法识别的程度，使用者只需去系
统更新脸部照片就可解决。

专家：未来身份查验趋势是“人证合一”

专家表示，相较指纹识别、虹膜识别等生物特征识
别方式，人脸识别最大的优点在于“非接触性”，可以大
大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同时避免指纹机器接触产生的
卫生隐患。此外，“非配合、非侵入”式特征，意味着可以
在不需要使用者配合的情况下采集到数据，有利于安
防领域的应用。

“人脸识别会成为主要的身份识别手段。”不过，龚
怡宏也认为，未来身份查验的一个主流趋势是人证合
一，即刷脸加证件，身份证还是会继续存在。

人脸识别技术还面临一些安全漏洞。目前通过特殊
手段，比如用别人的照片等方式，能成功“骗”过人脸识
别系统。此外，人脸被采集也使得隐私泄露风险剧增。谢
忆楠表示，解决的方法是在采集到照片时进行“脱敏”处
理，只提取照片特征，不保存照片本身。这不仅需要采集
者自律，更需要在政府引导下建立起整个行业的统一标
准，共同筑起保护用户隐私的行业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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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记者李斌、关桂峰、季小波)“上管
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还管网格和绿地。”

今年 4 月起，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城建科科长王秀云，多
了个“头衔”——— 夕照寺西里南区巷长，几百米的巷子成了她天天
要去走一两趟的“责任田”：拆违、开墙打洞、绿化、停车、架空线、堆
物堆料等问题都要牵头解决。对自己的“责任”，她这样幽默形容。

背街小巷整治提升，是提升城市环境的基础、建设美丽城市
的末端。和王秀云一样，北京核心区 2435 条背街小巷，都有了自
己的街巷长。5 个月过去，这些“城市绣娘”是怎样一种工作状态？
心态如何？新华社记者走近多位基层街巷长，倾听他们的心声。

“再难的问题，认真当自家的事就能想到办法”

背街小巷都不长，却往往业态复杂、人口密度高。街巷长们
纷纷走访社区、入户调查，了解“家底”。

东城区新开路胡同巷长姜波带着两名社工奔走于胡同街
巷，亲手绘制了详细的工作地图，图上标注着哪个违建属于哪个
院落、某处的电箱该如何挪动等信息。

这是向城市治理的痼疾顽症开战，任务重、难度大。“作为街
巷长必须有坚定的决心，才能逐一解决难点问题。当然仅靠一人
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单位和商户。”天桥街道

腊竹胡同(东西段)街巷长贾志新说。
街巷长本身没有执法权、行政命令权，主要是做沟通反映、

协调督促、穿针引线的工作，是解决问题的“前台”。在北京背街
小巷整治中，城建、综治、安全、工商、城管等相关部门都纳入进
来，形成治理合力，各部门定期召开街巷理事会进行决策、协调
并监督整改。

“再难的问题，认真当自家的事就能想到办法，努力就能一点
点往前推动。不管我们能不能立马解决，哪怕是我们认真在听，居
民都能给出积极回馈。”西城区新文化街东段街巷长杜春晓说。

“相比于以前的治理模式大多是运动式或突击式，现在实行
街巷长制后，管理成为常态化。”西城区德胜街道城管科副科长、
双旗杆西路街长杨军剑说。

“最突出也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乱停车问题”

停车难，是背街小巷普遍面临的突出问题。“我是街长杨军
剑，这里不可以停车，请您把车挪一下。”劝阻违章停车、随手撕
下新贴的小广告，这便是杨军剑一天工作的开始。

“我们联合交通部门安装了隔离护栏和交通监控探头，违停
要扣分扣钱，疏堵结合，不给乱停车的司机可乘之机。”他说。在
杨军剑和街道办的努力协调下，驻区的一家企业在其空地处开
辟出了 358 个车位，并且收费低于周边其他停车场，大大缓解了
停车难这个大问题。

德胜街道还引进了绿色啄木鸟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从 8时
到 17 时，双旗杆西路都有 3 名“绿马甲”负责劝导乱停乱放车

辆。这条 500 米长的街道分布着一所小学、一所幼儿园，每天车
流密集，人群熙攘。16时左右，接孩子放学的自行车、电动车、小
汽车涌入街区，这里却秩序井然。

不过，停车难依然是街巷长普遍反映的问题———“最突出也
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乱停车问题”“一些胡同车多路窄，又缺乏
实施错峰停车的单位资源，车辆停放难以实施有效管理”……

“像自己家客厅装修一样精心设计、精雕细琢”

治理背街小巷，难免触碰一些人的利益。
由于历史原因，龙潭街道夕照寺西里南区私搭乱建现象一

度十分普遍，整治过程中，共拆除 297 处违建。
作为街巷长，王秀云走访了所有“违建户”，本子记了厚厚一

摞。她有过独自一人被十几个彪形大汉围着宣讲政策，说得对方
潸然泪下最终配合拆违的“女汉子”壮举，也有过居民煮好面条、
让她吃口饭再干活的感人经历。

如今的夕照寺西里南区，在街巷长和小巷管家、居民共治
下，干净、整洁、宽敞。

东城区为 17 个街道环境提升配备设计师，邀请规划专家量
身定制环境提升设计方案；西城区加快推进阜内大街环境整治复
兴计划，对鼓楼西大街开展多项街区整理提升工作……眼下，北
京正加快研究制定街巷设计导则，按照“先设计、后整治”的原则，
推进疏解整治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街巷风貌的修复与美化提升。

“后期提升建设，要像自己家客厅装修一样精心设计、精雕
细琢。”西城区樱桃三条巷长黄飞的话，是大家的共同心声。

北京“城市绣娘”:“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来自一线的调查报告

据新华社台北 9 月 11 日电(记者齐湘辉、何自力)台当局
教育主管部门 10 日召开“课审大会”审议 2019 年新课纲内
容，其中备受关注的高中语文课本文言文比例问题终于尘埃
落定，维持 45%至 55% 不变。

台湾十二年新课纲将于 2019 年实施。在语文领域，台湾
教育研究院课程研究发展会(课发会)研修小组经过两年的研
究将文言比例订在 45%至 55%。然而，当课纲审议进入教育
部门课程审议会程序后，高中分组却建议调降为以 30% 为上
限，减少升学考试重点的“推荐选文”篇数。

如此荒唐的建议在台湾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台湾教育界
人士连续召开记者会，呼吁民众不要支持。

台湾学者王德威等人近日发起“语文是我们的屋宇：呼吁
谨慎审议课纲”联署，呼吁不要裂解限缩研修小组提出的草
案，知名作家白先勇、诗人余光中等人也加入联署。截至目前，
已有超过 5 万人参与，创下文教议题联署人数新纪录。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台“课审大会”10 日最终维持
研修小组原案(45%至 55%)，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则不局限于
四书。至于另一个争议的“推荐选文”部分，当天直至会议结束
仍没有结论。

余光中表示，文言文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载体，“如果把
它抛掉不用，我们就会变成没有记忆的民族！”

台湾作家黄智贤说，当学生连范仲淹都无法读，甚至连韩
愈的《师说》都被删除，这是不可想象的心灵与智力的浩劫。

岛内人士担忧的是，民进党当局为实现“去中国化”的政治
目的，通过压缩中国历史课程等动作逐渐将中华文化和台湾文
化进行切割，这种“文化台独”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牺牲下一代语
文能力。台湾学者徐和谦表示，要增强两岸互信，增强两岸共同
政治认同，最根本的方法是加强两岸之间的合作，尤其两岸青年
之间的合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凝聚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台当局教育部门 10 日开会审议新课纲内容，其中备受关注
的高中语文课本文言文比例维持 45% 至 55% 不变，老祖宗传下
的中华文化经典暂时免遭劫难。这一结果表明，“文化台独”在台
湾不得人心，两岸的历史文化联结是不可能被轻易切断的。

此前，台当局教育部门提出“文言文和白话文比例修正案”，
有意将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比例上限降为 30% 。尽管主事
者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隐藏政治用意，说什么为了“减轻学生负
担”“贴近现代生活”“与国际接轨”，但明眼人一眼便能看穿这种
“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把戏。砍向文言文的这一刀意在对台湾社
会传承的中华文化刨根断魂，在教育领域进一步“去中国化”。

众所周知，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这棵大树上的一支，台湾文
化的绵延存续，得益于中华文化深厚传统的滋养。文言文撰写的
古典文史作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闪耀着中华民族的
智慧之光，不仅深受两岸同胞的喜爱，更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
贵财富。在台湾，中华传统经典深入人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台
湾同胞，即便是在闽南话、客家话以及各种传统戏曲和古建筑的
楹联当中，文言文的痕迹也是俯拾皆是。诚如余光中所言，如果
将文言文抛弃不用，我们将会变成“没有记忆的民族”。

“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这是晚清秀才、台湾著
名诗人林朝崧诗作中的名句，表达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对祖国的
思慕。即使在殖民统治者企图扑灭中华传统文化之时，台湾知识
分子也从未屈服，林献堂写下了“祖国我欲乘风归”的诗句，蒋渭
水在监狱中仿照古文名篇写下了《快入来辞》《狱中赋》。在绝大多
数台湾知识分子眼中，文言文代表的中华文化是民族身份的象

征，是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是不可退让的文化斗争。对文言文不
仅不应抛弃，更应代代诵读学习。台湾主流社会在文言文课文比
重上的坚定态度，充分反映了对中华文化根与魂的坚守。

“台独”势力数典忘祖，将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割裂对立起
来，污蔑文言文是“外来文化的枷锁桎梏”，难道不觉得愧对祖先
么？对于台湾社会珍视的中华文化财富，“台独”势力不仅不珍
惜，反而要“赶尽杀绝”，这种愚蠢的“文化自残”才真正是对台湾
的“自我矮化”！

据台湾学者统计，20 年来台高中课文中文言文篇数已少了
三分之二以上。如果新课纲削减文言文提案通过，台湾高中生的
文言文阅读量将仅相当于大陆的小学生。缺乏中华传统经典的
滋养，学生的文史素养和思维眼界必将大为缩窄。难怪有台湾学
者呼吁“请放过教育，放过孩子们！”这就是为何那么多一线教师
和青年学生站出来反对削减文言文的重要原因。

文化是沉淀在一个民族心灵最深处的历史记忆，它记载着
“我们从哪里来”，也时刻提醒着“我们是谁”。古语云：“观今宜鉴
古，无古不成今。”对待历史和文化的态度映照着人们如何认识
现在、面向未来。2005 年，陈水扁当局就提出过调降高中教材文
言文比例，遭到台湾文学界、教育界的强力反对。12 年后，台湾
当局重回“文化台独”的老路。在台湾民意群情激愤的批评声浪
中，这一图谋“撞上南墙”。但“台独”势力恐怕不会轻易罢休，未
来会否以迂回转进的方式“再举刀斧”，两岸同胞尤其台湾民众
应保持高度警惕。

(记者查文晔)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

“文化台独”不得人心

台当局欲砍高中文言文比重未得逞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上图为北京西城区达智桥胡同
整修前的模样（资料照片）；下图为整修一新的达智桥胡同

（新华社记者李欣 9 月 5 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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