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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新气象，幸福到永远。

《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提出，数字化转型中的上海，将加快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千兆宽带、5G、卫星互联网等高速网络覆盖。作为全国5G建设的先

头兵，上海已成为全国5G基站部署最多的城市。作为全国5G商用先行地，上海正全方

位推动5G应用与各行业融合发展。

作为上海城市“数字底座”建设的“国家队”和“主力军”，加快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

设，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全体干部员工踔厉奋发打通上海数字化转型“大动脉”，助力千行百

业“多快好省”地实现数字化转型。

虎年之际，无数个全国排名第一，让用户体验继续领跑。

花木路500弄居民 柳思怡

除夕一早，我就被妈妈早早地从被窝里撵了出来，

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大扫除。正当我卖力地擦拭着卧室

的窗户时，一旁正在清理储藏室的母亲突然喊了起来：

“呀，这本相册原来放在这里了，里面有我和你爸爸年轻

时的照片，上个月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还以为去年大扫

除不小心扔了呢。”

我连忙放下抹布来到母亲身边，打开尘封已久的相

册，一张张发黄的黑白老照片呈现在我们面前，彼时的

父母还十分年轻，相册里的照片点缀着他们年轻时代的

珍贵记忆。

“妈妈，这么珍贵的照片可不能弄丢了。

我帮你把照片翻拍成电子版，放到我们家的

天翼云盘吧，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弄丢了。

而且你还能随时随地通过手机、电脑和4K

高清IPTV电视上的天翼云盘App查看照片，

特别方便。”

我边拿起自己的上海电信5G手机开始

翻拍，边和妈妈回忆起照片背后的故事来。

“这是我和你爸去青岛旅游时的照片，旁边

的就是你二舅。”“这是你一岁时拍的全家

福。”……

突然，妈妈惊呼起来：“哎呀，这张照片

前两年看还好好的，现在已经模糊得不成样

子了。”我顺着妈妈的手指一看，原来那是一张妈妈和爸

爸结婚时的照片，或许是因为受潮，照片上的爸爸和妈

妈微笑的身影变得模糊起来。

“别担心，最近上海电信开启了云上欢乐年活动，其

中的‘亲人喜团圆’活动，赠送了5次老照片翻新机会，

首次分享还能再增加1次体验机会呢。”

在妈妈期待的眼神下，我打开了这张受损的老照

片，选择一键清晰化，原本模糊的照片瞬间变得清晰起

来。此外，还可以选择用彩色化将黑白照片转成彩色照

片，用去划痕功能抺去照片上的瑕疵，让妈妈连连叫好：

“天翼云盘真厉害，不但能永久保存照片，还把我和你爸

结婚时的黑白照片变成了彩色，弥补了我俩的遗憾。”

老照片是难忘的过往，是幸福的回味，更是不可

重来的人生缩影。天翼云盘充分利用了中国电信

“云网融合”的独特优势，能为个人及家庭用户提

供手机相册备份、多端文件共享、家庭相册分享、

云端视频回看等云存储服务。目前，天翼云盘

已为超过4亿用户提供云存储服务，特别适合

三千兆家庭套餐用户使用。

题图：“欢聚美好家，阿拉一家门。”虎年新春
前夕，众多“千兆宽带”用户，纷纷全家出动，前

往附近的电信营业厅拍摄“虎年全家福”——

上海电信通过为市民免费拍摄“虎年全家

福”，与大家一起欢度虎年新春、留下美好的

回忆。 摄影 王万隆

云上“老照片”，幸福的回味更精彩

三新北路900弄居民 姚遥

大年初一，我和妻子准

备去父母家里拜年，刚走出家

门，就看到了住底楼的寿老伯

手里拿着一件羽绒服站在

门口。寿老伯告诉我，这

件衣服是他从自家门口

的花园里捡到的。

这时物业张经理匆

匆赶来，人还没到就对着

寿老伯打起招呼来：“寿

老伯，您手里这件衣服是6楼的王阿姨家不慎掉下来

的。我们已经通知了王阿姨，她去菜场买菜了，现在正

在赶回来的路上了。”

我好奇地问张经理：“可既然连失主都没发现，你怎

么知道这是王阿姨家掉下来的衣服呢？”“这不还多亏了

上海电信在我们泰晤士小镇进行的美丽家园建设。现

在通过小区新安装的高空抛物摄像头，就能够精准定位

物体移动轨迹并准确找到掉落物源头。同时，将数据通

过管理平台发送到小区物业。这不，我就是收到了管理

平台的警告才赶来查看情况的。”

张经理告诉我，近年来，上海电信与各地政府相关

部门协作，利用成熟的5G与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分析

能力为核心载体，融合云计算和智能视频等先进技术和

经验，对原有的居民社区进行“美丽家园”智慧化

社区改造。不但让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增加了智

慧的翅膀，也让社区居民生活充满了便捷。

张经理告诉我，除了能为王阿姨找到失落的衣物，

高空抛物摄像头更是解决了长年以来困扰着市民的高

空抛物问题。“以前全国各地因为楼上掉下各种杂物，砸

到汽车或行人，造成人身和财产危害的事件时有发生。

由于很难查证和取证，此类事情往往会导致邻里纠纷无

法解决。而现在有了上海电信的美丽家园工程，这种不

文明情况也得到了基本杜绝。”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小区门口，一块硕大的显示屏

耸立在面前。这也是上海电信“美丽家园”建设的成果

之一，居民们可以在这里查看每天的温度、湿度、PM2.5

指数等，这些数据都是通过小区内的物联网传感器得到

的。这些传感器实时监测着周边环境质量、河道水质，

让社区更加干净整洁。同时，也让居民们更好地安排自

已的出行和健身。

我高兴地对张经理说：“是啊，如今我们泰晤士小镇可

是远近闻名的‘美丽家园’智慧社区。你看，现在汽车刚到

小区，门口的显示屏就能识别车牌，并对于小区登记过的

车牌号自动放行，大大地提高了车辆出入的效率。进小区

以后，显示屏还能显示小区的空闲车位并引导车辆安全停

放，以前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早已不翼而飞。”

随着上海电信“美丽家园”建设的深入，我们小区的

环境面貌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智

慧社区建设不但全面提高了小区的智慧化管理水平，在

构建社区综合治理体系，塑造社区氛围和社区精神上也

不断取得新进展。让我们每天居住的小区，成为我们真

正智慧而美丽的家园。

“美丽家园”落地，小镇生活更美

辰花路839弄居民 马正涛

除夕当天，父亲打开了家里的4K高清IPTV，与远

在江苏的三伯视频聊天。三伯在电视上高兴地说：“虽

然今年不方便回上海，但如今我们都安装了美好家三千

兆智慧家庭套餐，‘云拜年’的方式同样温馨。”

正聊得高兴时三伯却突然想到了一件最

要紧的事情：“涛涛，我看时间差不多了，你怎

么还不去接你爷爷奶奶，别耽误了这场全家

团聚的年夜饭。”我笑着告诉三伯，早上就联

系过爷爷奶奶，想开车去接他们过来了，可爷

爷奶奶说路上太远，让我跑来跑去没意思，他

们晚上直接打车过来就行。

“你这孩子，怎么长大了还这么不懂

事。”三伯有些生气地埋怨我，“现在都

流行用手机App叫车，原来那些在马路

上招手即停的出租车已经很少看到

了。老爷子年纪大了手机不太会用，你

这不是耽误事么。”

“三伯您别着急，如今上海电信针

对老年人叫出租车难的问题，在114平台新近上线了

“代叫出租”服务。老年人只需拨打114，就能享受到出

租车服务，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特别适合老年人的需

要。”我微笑地向三伯解释道。

正在这时，“叮咚”一声门铃声响起，原来是爷爷奶

奶赶到了。刚进门，听到刚才三伯抱怨的爷爷，乐呵呵

地对电视上的三伯表示：“你可真是错怪涛涛了，虽然我

们年纪大了眼神不济，用起网约车App起来确实挺费

力。但今年上海电信推出了多项适老服务举措，极大地

方便了我们老年人。除了可以通过114打车外，还定期

开展幸福课堂；在10000号电话客服和营业厅配备爱心

专席；在“中国电信上海网厅”“中国电信上海客

服”推出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大字体模式；甚至

还提供了专属通信管家服务，让我们老年市民

享受到便捷的在线咨询及相关业务办理服务，

特别方便。”

以114打车代叫为例，老年市民只要拨

114，提供出发地址、目的地址以及乘车人姓

名、联系手机，114就可以帮用户实时代叫“申

程出行”平台内的巡游出租车。在下车付费

时，除了线上支付方式，还能使用公交卡

和现金，大大方便老年人。此外，上海电

信在部分公共电话亭内也安装一键叫车

屏幕，市民可以在电话亭内叫车等待；部

分地区还开通了“电视一键叫车”服务，

极大地方便了老年市民的生活。

三伯惊叹道：“真没想到，上海电信美好家三千兆智

慧家庭套餐这么全能。不但能提供高清影视节目，让我

们在新年里‘云娱乐’；还能与亲朋好友视频通话，让我

们在新年里‘云拜年’；甚至还能实现一键叫车，帮助我

们‘云打车’。真是我们老百姓智慧生活的好帮手。”

114打车代叫，老人出门不再难

徐灵路300弄居民 罗天翔

虽然距离元宵佳节还有一段日子，但以汤圆为代表

的节令食品早已迎来一年中的销售高峰。在上海这座

东西交融的国际大都市中，无论你是“甜党”还是“咸

党”，都能找到记忆中的味道。

“儿子，快点起床来，等下陪妈妈去王家沙买汤

团，晚了可就来不及了。”还沉浸在梦乡中的我，被母

亲的叫喊声所吵醒。掏出我的5G手机看了下时间，才

早上7点。

好不容易在长假里睡个懒觉的我，睡眼惺忪地对母

亲说：“这么冷的天也不让我多睡会，再说买个汤圆也不

用这么麻烦吧，待会我用5G手机下单，买完还能送到家

里，连大门也不用出，多方便。”

母亲看着赖在床上的我，生气地说：“你看你

这懒洋洋的样子，网上买的速冻汤圆哪有王家

沙的手工汤团好吃。你没看到昨天电视新闻里

说了，王家沙这几天要排长队才能买到，去晚了

人不更多。还不赶紧起来。”

我得意地向母亲解释道：“妈，现在有了5G

手机，买汤团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就拿我

最常用的翼支付App来说，作为中国电信

旗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以及国内第二大

移动支付App，翼支付的服务覆盖了餐饮

娱乐、交通出行、电商购物、民生缴费、通

信交费等多个生活消费场景，并与天猫、

京东、唯品会、小米、饿了么、滴滴、罗森便利、华润万家、

屈臣氏等众多知名品牌及小微商户开展战略合作。可

以满足我们日常消费中的绝大多数使用场景。通过翼

支付App内置的饿了么购买王家沙的汤圆，不但可以送

货到家，还能享受到额外的优惠活动。”

“有这么好的App，你怎么不早点和妈妈说。”听到

有这么好的App，母亲也不禁高兴起来：“那你赶紧下

单，买一份王家沙招牌的手工蟹粉汤团和手工黑沙酥汤

团。对了，顺便再买上一份你爸最爱的桂花糖藕。省去

了排队和路上浪费的时间，我还可以一展厨艺多准备几

个小菜给你爸下酒。”

我告诉母亲，翼支付除了支持电商网站和外卖的支

付外，在线下消费场景同样具有很大的优势。尤其是重
点发力的生活服务领域中，目前已与全家便

利、百果园、麦当劳、肯德基等顶级品牌携

手，共同开拓餐饮新格局。随着移动网络

的普及，人们从线下走到线上。翼支付携

手餐饮巨头建立开放、融合、协作、共赢的

生态合作，布局智慧时代的“新餐饮”，让人

们得以在更为便捷、智能化的场景中享受绝

佳的味蕾体验。

听完我的一席话，母亲更是笑得合不拢

嘴：“那你还不快点帮妈妈也下载好翼支

付App，这样以后我无论是在家网购还

是出门和老同事们逛街，都能用翼支付

享受到轻松愉快的支付体验。”

怀旧汤团，“甜蜜”科技

古美路1107弄居民 耿嘉宁

周四晚上，正当我目不转睛地观看着电视上精彩的

冰雪盛会直播时，一旁的5G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原来是

闺蜜小黄的电话，我心里不由得叹了口气……自从半年

前她搬去新小区后，向我抱怨的电话就没断过，其中吐

槽最多的，就是楼道内乱停放的电瓶车！

我按下接听键，心里已经准备好了听她倾诉

烦恼。但出乎意料的是，今天小黄的语气居然

十分轻松。“我和你说，我们小区电梯最近大改

造，加装了一批中国电信的‘智能电梯’系

统。真的很智能，只要检测到有人推着电瓶

车进电梯就会提示，并且不关闭电梯门，电瓶

车上楼的问题算是彻底解决了。”小黄高兴地

告诉我。

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也不由得替她高兴起

来。毕竟电瓶车上楼确实存在太大的安全隐

患，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

检查组关于检查实施情况的报告》统计，仅

2021年1月份到10月份，全国由电动自行

车及其电池故障引发的火灾就有1.4万余

起，死亡41人，受伤157人。其中，由于电

瓶车不规范上楼充电引起的火灾更是严

重威胁到居民楼内居民的生命安全。2021年5月1日

起施行的《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更是明令禁

止了电瓶车上楼行为。

周末，我来到小黄家做客。刚进小区，就发现来往

电瓶车的主人都十分自觉地将车停在公共车棚。走进

电梯，发现电梯上方果然有一个摄像头。摄像头能够对

进入电梯的物体进行识别，如果是普通居民进入电梯，

则电梯能够正常运行。如果识别到有电瓶车共同进入

轿厢，则电梯会发出语音提示，提醒居民将电瓶车留在

室外，否则将无法关闭电梯门。

小黄告诉我，小区内70余栋居民楼内全部安装了

“智慧电梯”产品，每台摄像头画面均接入社区保

安室。社区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一个大屏实时监

控每栋楼的情况，并对异常情况进行快速反

应，大大保证了社区居民的安全。

“有了‘智慧电梯’的保障，我们小区居民

的生活明显安心多了。”小黄高兴地表示。

如今，楼道内再也没有电瓶车充电的情况，

火灾隐患得以消除，公共空间也更整洁美

观。而且，除了“智慧电梯”，中国电信还针

对小区设备较为老旧、故障率较高的问题，

为每部小区电梯都安装了紧急通话系统，

一旦出现电梯故障，居民就可以通过紧

急通话系统直接连线物业中心，彻底解

决了居民的后顾之忧。

随着以上海电信5G为代表的“新

基建”为智慧社区注入源源不断的新

动力，智慧社区也已经逐渐从概念蓝图，走进我们的日

常生活之中。

本版文字整理 沈亦兵 穆雅楠 王万隆
头像素描：张旭菁

聪明电梯，上上下下更有安全感

杨浦区中心医院大外科副主任、减重代谢外科主
任 李桢

你要问我，最开心的是什么？“看电信5G手机。”打

2007年起，作为国内最早开展减重代谢外科基础和临

床研究的学者，我为无数个肥胖症患者成功“减重”“瘦

身”。2010年，被人才引进到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后，即在上海率先开展微创

“减重”代谢手术。晚上回到家，我最乐意的事，就是翻

看5G手机上这些“成功人士”变身后拍下之风度翩翩、

亭亭玉立的照片和视频。

雍容富态、珠圆玉润，曾经是用“以肥为美”的标准，

对美女的赞许。现今，不少青年男女，由于代谢失调等

因素，体重暴增。虽节制进食，但减肥效果不佳。为此，

我利用微创腹腔镜技术，在胃部施行精准手术，缩减胃

容量，减少产生饥饿感的激素，增加降低血糖的激素，使

人体内的各类激素处于平衡，治愈或显著改善了肥胖

症、糖尿病、月经不调等与代谢有关的疾病。

来自湖北黄冈的男青年张某，32岁，体重446斤，超

级胖小伙。由于患有肥胖合并糖尿病、鼾症等代谢性疾

病，不仅找不到合适工作，也没有女朋友和他交往，非常

沮丧。在经过微创减重手术、回到黄冈老家后，他开心

地给我发来了照片和视频。一年不到的时间，他体重已

经降到210斤，减了一半啦。原来“肥头大耳”、走路气

喘吁吁的胖小伙，现在已是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小张

在视频里说：“李主任，我在黄

冈青年旅行社上班，这是女朋

友小刘。我们准备明年五一节

结婚，到时候给您寄喜糖

啊！”看着5G手机屏幕上

自信满满的帅小伙，我心

里甜滋滋的。

5G手机上传来的喜

悦，太多了。那天，重庆

的小薇发来一段视频：

“李主任，谢谢你！生了个娃娃，是个男孩呦！”这手机视

频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两年前，小薇在母亲的陪同

下由重庆来沪治疗。经诊断，360多斤的体重，导致出

现月经不调、不孕不育，男方还提出分手。好吃“火锅”

“串串”等重庆美食的小薇，痛不欲生。经各种“减肥”治

疗，最后慕名来到了我院。为此，我针对性地给出了一

个微创减重手术方案。没想到，现在，小薇减肥成功、结

婚生育，成为幸福的母亲。“李主任，动手术那天是5月7

号。5月7号，是你给我的第二个生日。”这个视频，在手

机上看了好多遍。看一次，激动一次。解除病痛、送去

健康，是医生的本分。还她新生后的“第二个生日”，这

是对我们医者最高的激励和“奖赏”。

减重路上不停步，5G手机传佳音。有5G，“人比黄

花瘦”！

5G传佳音，“减重”不停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