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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鲜花持久保鲜的妙招管用吗

近年来，电子猫眼、智能可视门铃、带
有监控功能的智能门锁等走入了越来越多的
家庭，被誉为“家庭门卫”，甚至在一些高档
小区成为标配。然而，本为安全、方便，却
惹“不安全”之忧，可视门铃让相邻而居的
其他业主倍感不便，引发不少纠纷。

居民可否私自安装可视门铃？个人私采
公共影像是否侵犯他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
益？如何有效监管，促进智能家居行业健康
发展？记者进行了调查。

可视门铃打扰了谁？
家住无锡的张某与吴某是对门邻居。

2019年，吴某给家中大门安装了可视门铃，
该门铃具有红外夜视、自动摄录、存储、上
传网络等功能，吴某打开可视门铃软件，就
可以掌握家门口的所有情况。

然而，邻居张某却因为吴某家新添置的
“高科技”产品而倍感焦虑。

张某认为，吴某家的可视门铃不但记录
了自己出入房屋的时间，还拍摄到了屋内的

情况，严重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为此，张
某将吴某诉至法院。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吴
某安装可视门铃虽是为了保护自身人身及财
产安全，但行为已构成对张某隐私权的侵
犯，遂判决吴某拆除可视门铃，并删除相关
影像资料。

或存监管空白

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发现，“电子猫眼摄
像头”“智能可视门铃”等产品价格多为数百
元，有的还推出“0元电子猫眼被盗险”，还
有售价两三千元的智能门锁内嵌监控摄像
头，更为隐蔽。多款销量靠前的产品有“监
控猫眼，远程看家”“高清夜视，门口漆黑也
清晰”“AI 人脸识别，随时告知来访者身
份”“高清拍摄，云存储”等介绍，并宣称功
能仍在不断升级。

尽管目前人们对智能可视门铃态度各
异，近年来，可视门铃市场却持续升温，功
能和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也更加“平价”，吸

引不少人购买。有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可视
门铃相关的在业存续企业超过2000家。2014
年全年注册量突破100家，此后几年注册量
呈增长趋势，2020年是过去几年中注册量最
多的一年，共注册约320家企业。

对于不少人担心的可能影响邻居隐私问
题，记者发现目前网上售卖的多款可视门铃
基本具备大广角、高清摄像、红外感知等功
能，有的还宣称具有防水功能，有产品甚至
在广告中称最远侦测距离可达5米。

记者在网购留言区发现，除了吐槽个别
产品的质量问题外，不少买家对可视门铃持
欢迎态度。“这个视频和拍照都很清楚，同时
还带了门铃，又方便又美观。”“老觉得有可
疑的人在门口，现在一有动静就可以收到视
频了。装了以后感觉更加安全了。”“人不在
家，快递、外卖放门口，在猫眼监控范围
内，防丢更安全。”

然而，随着可视门铃具备的功能越来越
多，特别是云存储、AI人脸识别等功能，更容

易导致“邻居”个人隐私被收集、甚至泄露。业
内人士透露，目前这方面的监管几乎空白，取
证难度较大，且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于行业发
展，判定标准不明确，量刑难、定罪难……

记者调查发现，可视门铃的内存卡可以
24小时不间断录制，录制时间根据存储卡容
量、画面清晰度、电池容量不等，有的长达
半个月左右。“云存储”则是在画面出现变动
时才会录制，画面静止时不会录制。这也就
意味着，从本地上传至云端存储的录制视频
中，有可能包括大量人员活动的画面，甚至
人脸信息。

因此，不少网友担心，录制视频的后台
存储是否安全，就算邻居没有主观恶意，但
如果云端录制的信息泄露，一样很危险。

私采公共影像宜谨慎

邻里间共用的公共区域内，彼此是否独
立享有隐私权？住户在自家门口安装摄像头
之前，有没有告知邻居的义务？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现行法规或物业管理规定中并没有

针对此事详尽的明文规定。而根据现有各地
法院的典型判例，装摄像头的人家多不占
理，居民们争议的焦点落在被拍摄的住户是
否知情和同意上。

受访的业内人士认为，智能可视门铃可
能会将邻居的日常出入信息完整记录下来，
可跟踪分析，有窥探之嫌。由于主体复杂和
缺乏相应监管，私人采集公共影像存在更大
隐患。人脸等生物信息一旦遭到泄露会严重
侵犯被采集人的个人信息和隐私，以目前的
技术一般只能追踪到第一泄露人，至于这些
资料被中间转移多少次，很难确定和追责。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综
合组组长杨晓表示：“抛开侵权与否的讨论，
单从技术角度来说，类似产品也存在多种风
险，供应商还应当加强信息安全保护。”杨晓
说，一方面需要加强行业监管，另一方面公
司在将产品投入市场前应做好相关法律风险
评估，同时加快引入产品责任保险机制，切
实维护消费者权益。 （据人民网）

安装可视门铃还应考虑邻居隐私权

很多人喜欢购买鲜花给
家里增添一些色彩，有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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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北欧舒适北欧

休闲吧台实用且有情调休闲吧台实用且有情调
这是一套北欧风格的装修案例这是一套北欧风格的装修案例，，屋主希望新家可以按自己喜欢的风格进行改屋主希望新家可以按自己喜欢的风格进行改

造造，，充满温馨充满温馨，，拥有美好生活拥有美好生活。。

面积面积：：8282㎡㎡ 户型户型：：三居三居 风格风格：：北欧北欧

衣帽间&书房

屋主心心念念的衣帽间，加上夫妻二人都有在家工作的需求，便有
了衣帽间+书房的设计，一边是超大衣柜和包柜，另一边是书柜，中间
窗户下是书桌，超级实用。

客餐厅

狭长的客厅利用定制的沙发组合，把餐厅区和客厅娱乐区有机结合起来。通
过巧妙的布局设计，满足了吧台小酌、用餐、喝茶、看电视、娱乐等一切屋主的
想象。餐厅区吧台和餐桌咬合的结构，非常巧妙，在局部小空间实现了多种功能
需求。餐桌在用餐以外，还可以化身为茶台，给屋主带来品茗的乐趣。电视背景
墙运用了悬浮电视柜，悬空放置的设计，方便屋主进行日常打理。电视柜除简单
的收纳之外，也可以摆放一些日常小摆件和设备。

主卧

木色地板搭配雅蓝色的背景
墙，无主灯设计明亮又舒适。因
为有衣帽间，卧室只用了衣帽架
来挂取日常衣物。

卫生间

女主人喜欢水磨石瓷
砖，搭配定制的镜柜，让日
常化妆品的拿取更加方便。

阳台

洗衣机和烘干机内
嵌在收纳柜里，使空间
得到充分利用。

洗澡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一些朋友几乎每
天都要洗澡。

洗浴方式的变迁

由于条件的限制，上世纪八十年代绝大多数家庭只能采
用淋浴的方式。在小小的卫生间里安装一个热水器一个淋浴
头，用来洗澡。本世纪开始,浴盆开始在家庭中安装，盆浴成为
当时的主流沐浴方式，淋浴仿佛一夜之间已经过时，商品房不
配浴盆就不能显示其高档，直到现在，很多市民将盆浴看成享
受生活的一种方式。

两种方式的优劣

有条件的家庭既安装淋浴房也安装浴盆最为妥当，淋浴
和盆浴各有其快乐。无论是享受淋浴带来的酣畅淋漓的快乐，
还是坐在浴盆里戏水的快乐，这两种洗浴方式没有多大的区
别，只要心情好都能享受生活。

然而对于辛勤工作一天，拖着疲惫身心回到家中的业主
来说，淋浴和盆浴还是有较大区别的。淋浴意味着业主还要继
续消耗较大体力，对于体质较弱的业主来说，不宜洗澡时间过
长。盆浴则意味着业主可以消耗较小的体力来完成洗澡的过
程，可以较长时间地享受洗澡带来的舒适，放松疲惫的身心。
因此，许多业主将盆浴看成享受生活的重要一环，淋浴则另当
别论了。

卫浴空间的利用
无论业主采用淋浴还是盆浴，都应当充分考虑空间的大小，以便充分

利用洗浴空间来打造舒适的洗浴环境。业主在装修开始时，应当将洗浴方
式适当考虑，无论采用安装淋浴房还是安装浴缸，都要在卫生间预留两个
以上的地漏口，以便淋浴房或浴盆有专门的排水口，这样就不会影响淋浴
房或浴盆的排水效率。

如今家居市场上最小浴盆的长度为1.35米，因此，业主选购浴盆前应
当精确测量安装浴盆空间的尺寸，最好精确到厘米；而淋浴房对空间的要
求不如浴盆严格。淋浴头、皂篮及毛巾架都应当充分利用上层空间来安装。
此外，善于享受生活的业主还可以在浴盆边上安装一个小小的吧台，一边
泡澡一边细细品味幽香的红酒，充分享受惬意的生活。 （据《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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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从1921年到2021年，我们的祖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跨过百年的光
阴，中国共产党依然风华正茂。在新的
时代，她将继续领导人民迈向新的征
程。为迎接建党一百周年的到来，家住
如城街道十里社区的市民陈昭笙，用炭
粉绘制了一百幅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向
党和家乡人民送上祝福。

细腻的肌肤纹理、流畅的衣服皱
褶，发丝根根分明、表情灵活生动……
走进陈昭笙的家，一幅幅毛主席像就映
入眼帘。这些精致的图画，比起画像，
更像是一幅幅放大后的照片，让人很难
相信它们是用炭粉绘制而成。陈昭笙介
绍：“这一百幅主席像，我从2018年就
开始创作，目前已经完成了其中的大部
分作品。画像由100张不同的画组成，
目前我已经画到了第83张。剩余的画
像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经过装裱后
就能全部完成。”

为了完成这一百幅画像作品，陈昭
笙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四处搜寻毛主席
一生中各年龄段留下的影像。提起搜寻
照片的历程，陈昭笙颇觉艰辛：“有时

候花上几个月，好不容易找到一张照
片，却很不清晰，不能作为参考。只有
非常清晰、各种细节都很清楚的照片，
照着画出来效果才好。”

陈昭笙介绍说，画一幅画像，大概
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每天至少要画七八
个小时。除此之外，画纸、画笔、绘画
用的炭精粉，都是不小的开销。因为每
天伏案绘画，陈昭笙的手指长出了厚厚
的笔茧，炭精粉渗进了他的皮肤，让整
只右手呈现出黑灰的色泽；他的肩颈和
腰椎都因为长时间的绘画而严重变形，
需要贴上膏药才能继续工作。尽管如
此，陈昭笙却从未感到后悔。陈昭笙介
绍：“我准备在一百幅画像全部完成
后，将它们送到市文化馆，免费向市民
开放展览。我希望我们如皋的青年、少
年，都能来观看我的作品。毛泽东主席
从他的少年时期投身革命，到青年、老
年时期率领革命队伍，建立了新中国，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
劳。我希望大家能够不忘初心，铭记先
辈的付出与奋斗。”

□融媒体记者韩 循

实 习 生周梦泽

本报讯（通讯员张春霞）近
日，如城新民幼儿园开展“初心筑
梦，礼赞百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
党100周年活动。

活动中，全体教职员工在市红
十四军纪念馆，重温红十四军那段
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
既是缅怀革命先烈，又是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的过程。全体老师站在

“瑞金出征”雕塑前，在诵读红色
经典中，进一步强化理想信念，他
们用真挚的感情、赤诚的语言放声
讴歌党和国家，表达了对民族、对
国家深沉的爱，向建党100周年献
礼。全体教师表示，要继承和弘扬
红十四军精神，为民务实清廉，敢
于担当、有所作为，珍惜今天的幸
福生活。

百幅炭画主席像 迎接建党一百年

新民幼儿园：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记忆

本报讯（通讯员刘明祥）为引导
女党员干部、妇女代表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近日，丁堰镇堰南社区
组织社区妇女代表80余人开展“学
党史 铭初心”系列活动。

活动中，社区党总支书记刘明
祥为大家授课，动员妇女干部积极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内容，并与
与会人员进行互动，一起交流自己

的见解和想法。大家纷纷表示，中
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辉历程，催
人奋进、鼓舞人心。

“学党史”活动结束后，与会
人员表示，要知史爱党、不忘初心
使命，努力从党史中汲取奋进的力
量，在深化学习中增强责任感和使
命感，以昂扬的姿态奋力开启新征
程。

丁堰镇堰南社区：

学党史 铭初心

本报讯（通讯员葛海梅）近
日，市120急救指挥中心走进吴窑
镇三元社区开展“院前急救知识进
社区”活动。

为了普及老百姓的急救知识、
提升急救技能，市120指挥中心人
员精心筹备课件，选择通俗易懂的
语言，传授“如何报警”“如何心
肺复苏”“海姆立克法”等技能；
介绍如皋市120急救指挥中心的概
况，对指挥中心调度工作和急救知
识进行宣传讲解，让在场居民对院
前急救工作有了大致的了解。如何
快速拨打120报警，中心人员对报
警时怎样准确地告知地址，进行了

讲解。接着，工作人员演示心肺复
苏和海姆立克法的操作，讲解注意
要点，并手把手地指导群众操作。
最后，对120急救车辆外观及内部
设备、医护驾着装进行现场讲解，
让老百姓更直观地知道院前急救服
装与医院“白大褂”的不同，院前
急救工作分秒必争，需要上、下着
装分开，才能更加灵活方便，各种
插袋可携带诊疗设备，澄清了“救
护车上只有保安，没有医生”的误
解。

活动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参加
的居民达70人，受到广大社区干
部和居民的一致欢迎和好评。

为提高学生节约用水、保护环境的意识，日前，
如城街道“河小青”志愿者服务队来到如城新民小
学，开展水环境保护主题活动。

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学生们观看了“节水生活小
常识”“节水总动员”等科普视频。此外,水环境主题
剪纸比赛、护水知识竞猜等活动的开展，加深了学生
对水环境保护的认识和理解。

□融媒体记者喻军军 李龙

市120急救指挥中心：

开展院前急救知识进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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