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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个别平台是否存在大数据杀熟的情况，

正在被网上热议。事实上，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日

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的手机，似乎越来越懂自己了？

比如搜索过一个物品，之后有可能经常会见到这类物

品的推送，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方便了，但是，等到相关

广告弹窗、推广短信不断，推销电话打来甚至于价格

也会因“熟”而出现波动的可能时，你的心态可能又不

一样了。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你的“用户画

像”已经被大数据一览无余。

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的用户信息，平台经营者是

可以做出“用户画像”的，并将其作为一种数字化的重

要商业资产，而后在交易价格、广告投送等方面差别

化对待，寻求更高利益。而对于公众而言，自己的隐

私则在大数据面前很容易“裸奔”。

其实，《民法典》中，对个人信息保护法就有了原则

性的法律规定。而自去年 11 月 1 日《个人信息保护法》

施行后，经营者对个人信息收集这一行为被纳入了规

范化体系内。该法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经营

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

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

实际上，自该法施行之后已经过了 9 个月，有关部

门在这期间也做了不少动作，比如约谈相关平台，罚

款甚至于暂停、下架等。近期，几个针对人脸识别等

个人信息的民事诉讼案件也迎来了消费者、用户方作

为原告胜诉的判决。而这些动作，也在促进平台依法

进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合规优化，比如在程序中增

加“关闭自动化推送”选项等。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个人信息保护仍有许多需

要完善之处。在合规细节上，仍然需要相关指引，以

便于监管部门执法，也便于企业整改，与此同时，也要

意识到合规是有成本的，对于利润率相对较低和用户

人数较少的中小企业而言，如何既能促进其合规，又

能减少企业负担，也是需要思考的。

手机越来越“懂”自己，这并非完全是件好事，但

个中缘由以及具体利害得失，并非所有人都能明晓。

只有将措施落实落细，并且让各级监管部门、企业和

公众都能及时了解，个人信息保护才能取得最大的效

果。在这一过程中，不妨进行一些尝试，比如公开目

前已有行政处罚的决定书，为企业合规提供确定的指

引，为不同市场占有率的企业提供简易版本和完整版

本的指南指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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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月，我国降水少气温高，国家气候

中心的统计表明，全国平均降水量比往年同

期偏少 20.6%，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 1摄

氏度，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 2高，全国有

245 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 7 月历史

极值。

高“烤”之下，户外劳动者的劳动环境怎

么样，有哪些防暑降温措施？近日，《工人日

报》记者在热浪之下，与户外劳动者并肩而

行，记录下他们的工作和防暑日常。

喷枪的热焰化成阵阵热浪

夏季的骄阳将光与热持续投射到大地

上，即便到了午后，也让人觉得闷热。7月 20

日 15时，崔松春来到工地，熟练地拿起喷枪，

用热熔法软化着防水卷材的接口处，以便与

地面的沥青严丝合缝地黏合在一起。39 岁

的崔松春从事防水施工已有 15 年，当天，他

正在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北京信创

园项目，为距离地面约 16米深的基坑底层做

防水。

由于雨天无法施工，晴热的天气恰是防

水施工的好时机。与工地上的其他工种相

比，防水施工更“烤”验人。在项目的防水施

工区域，放置在地面的温度计测温已超过 45

摄氏度，黑色的卷材被晒得发烫，如果鞋底太

薄，走上去会觉得烫脚。

“我们的喷枪全力打出去可达 1200摄氏

度，夏季高温叠加动火作业，别提有多热了。”

崔松春擦着汗说。阳光下，火焰伴随着轰轰

的作业声更显灼目，微风吹过，风也变成了热

浪，一阵阵地涌来。用明火软化沥青后，崔松

春和工友会使用压辊尽快黏合卷材与地面。

必要时，还会用戴着手套的手压实卷材，“我

们每天都得换一副手套”。

工作区域外的空地上有不少大容量水

杯，工人们灌满了项目上准备好的绿豆汤，一

天下来能喝掉约 6 升。“到了高温季节，我们

11 时就收工，15 时再开工，工人们能回到有

空调的宿舍休息一会。”项目负责人高阳告诉

记者，由于防水施工相对更热，防水工在 10

时 30分就已收工。

高阳介绍，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项目部

还采取了调整工作班次、按时足额发放高温

津贴、发放清凉饮料及必需药品、配备通风和

降温设施等措施。“我每天都会喝两支藿香正

气水预防中暑，每隔 1个小时，会到阴凉的地

方休息 10到 20分钟。”崔松春告诉记者，遇到

高温天，自己和工友会更注意防暑。

“全副武装”下爬山巡线

一大早，国家电网北京房山供电公司周

口店供电所的巡线工人洪大鹏、张琼就备好

了镰刀、望远镜、声学成像仪等设备，开始了

一天的巡线工作。他们需要巡视的线路是

10 千伏坡峰岭路，位于周口店镇山区。“电线

杆都在山腰或山尖上，我们不是在上山，就是

在下山。”洪大鹏说。

进入夏季，山间的草木恣意地生长着，蚊

虫也多了起来。在闷热的天气下，巡线工人

仍需要戴着安全帽、身着长衣长裤、踩着厚重

的绝缘鞋，一步步地行走在山间的小径、坑洼

与陡坡之间。才走了不到 10分钟，洪大鹏和

张琼浅蓝色的工装就被汗水浸成了深蓝色，

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滴落下来。

“脚下看着点，注意安全。”巡线时，洪大

鹏不时用手里的镰刀割草开路。每到一处点

位，他和工友都会仔细地检查线杆基础是否

完好、拉线是否生锈腐蚀、杆号牌是否清晰

等。一天下来，工装经常湿了又干、干了又

湿。“进山后，一大瓶水半天就能喝完。一个

夏天下来，我们得晒黑好几度。”洪大鹏对记

者说。为了防暑，他随身带着公司配发的医

药包，“有花露水、藿香正气软胶囊、十滴水、

创口贴等等”。

国网北京房山供电公司运检部配电线路

运维检修专责计勍介绍，高温季节到来后，公

司会尽量避免让工人在 12 时至 15 时之间进

行户外巡线，“除了日常的防暑降温措施外，

我们还组织了针对一线巡线工人的急救培

训，并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

“行走在山间巡线很辛苦，但一想到因为

我们的工作，大家能和家人一起坐在家里吹

空调、吃西瓜，凉凉快快地度过夏天，我们就

很开心、很骄傲，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有意

义。”张琼说道。

制冰厂门口赤膊也不觉得冷

“给这儿搬两块儿冰！”

“老板，来十元钱的冰袋。”

……

上午 8 时，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制冰厂门口已是一片繁忙景象。开着电动三

轮车前来拉冰的商户络绎不绝，满载着整车

冰块的大货车一辆接一辆地从这里驶向市场

各处，为蔬菜水果等生鲜产品提供保鲜用冰。

进入8月，北京迎来了一年中最闷热的桑

拿天。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的第一周，北京

市最高气温多在 34摄氏度左右，午后最低相

对湿度可达 50%左右，体感温度超过 35 摄氏

度。市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入夏以来，市场

用冰需求激增，制冰厂也因此加大了产冰量。

今年 41 岁的王纪伟是厂里的运冰工。

随着气温升高，他的工作愈发忙碌。清晨 5

时，王纪伟就来到厂里工作。虽然在制冰环

节，制冰厂已经实现了自动化，但把冰块拖入

货车码放装箱尚需人力搬运。

记者在制冰厂看到，两排吊车将一批批

冰块从模具里倾到在门口，每块冰都有近

200 斤重。王纪伟和同事们需要先将这些长

约 1.2米的大冰块从门口推到货车边，双手再

使劲一抬，把冰块挨个竖起，最后整齐地码放

在车厢里。一天下来，王纪伟大约要搬运

2000来条冰块。

等待装箱的冰块萦绕着阵阵白气，看起

来十分清凉。王纪伟在来来回回搬运中，却

已满身是汗，一点也不觉得冷。于是，他索性

脱下上衣赤膊上阵。即便这样，他的背上很

快又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运冰时，需要用双

手推送冰块，为了增加摩擦、防止冻伤，手套

是王纪伟不可缺少的工具。在制冰厂工作 3

年多来，来回运冰也让他的手臂隆起了坚实

的肌肉。

在制冰厂上班，工人们也有着自己的“小

确幸”。“最不缺的就是冰，什么时候想喝冷饮

了，就把饮料在冰堆里放一会儿，非常方便。”

王纪伟说，由于活动量大、出汗多，工作期间

他至少要喝掉 3升矿泉水。

今年 7 月全国有 245 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该月历史极值，户外

劳动者的劳动情况格外引人关注

高“ 烤 ”之 下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刘红文

盛夏的新疆阿克苏大地，天蓝、地绿、景

美。北起天山南至塔里木河，郁郁葱葱的林海

护佑着一片片绿洲，绿水青山如今已成“金山

银山”。

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塔克拉玛干

沙漠边的阿克苏，近年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相继启动实施了五个

百万亩生态修复及荒漠化治理工程，生态文明

建设让戈壁变绿洲、荒漠变果园，走出了一条

从种树到“种富”，从荒漠到林海，从生态美到

百姓富的可持续绿色发展之路。

向荒滩要绿色

高空俯瞰阿克苏，沃野千里，整个大地犹

如铺了一张绿毯。漫步阿克苏市多浪河景区，

映入眼帘的是清澈的河水、青青的芦苇，不时

有水鸟嬉戏觅食。

绿色代表希望，孕育着生机，美丽阿克苏

建设离不开那一片片绿色。驱车沿着柯柯牙

一路北行，映入眼帘的是大片生态林和硕果累

累的果园，从原始贫瘠的盐碱沙地到瓜果飘香

的绿洲果园；从风沙蔽日、戈壁荒原到绿色林

海，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在这里得到充分

体现。

“过去这里全是戈壁荒滩，只要一刮风，就

是黄沙漫天。现在好了，都成了果园，风沙少

了，环境变好了。”果农杜明超说。杜明超是阿

克苏市红旗坡片区林海社区果农，得益于地区

生态文明建设，他在昔日的戈壁荒滩上种植特

色林果。短短几年时间，他的付出就得到了回

报，果树成林，收入颇丰。

柯柯牙，意为“青色崖壁”，是阿克苏市、温

宿县风沙危害的主策源地，冬春时节，往往是

狂风裹挟黄沙，天地浑浊一片。“春天一片树、

秋天一捆柴”是历史上植树造林失败的真实写

照。阿克苏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刘宁

介绍，为彻底逆转荒漠化，地区决定全党动员、

全民参与，绿化柯柯牙，这一干就是 30多年。

接续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之后，又启动实施了

阿克苏河流域、渭干河流域等生态修复及荒漠

化治理工程，硬是在亘古荒原上建成了一道绿

色长城，彻底改变了柯柯牙原始荒漠地貌。

绿进沙退果满园

7月正是特色林果膨大期、小林果成熟期，

走进地区各地，果农正忙着田管或者采摘小林

果上市销售。自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开始实施

以来，阿克苏按照“谁建设，谁管护”“谁投资，谁

受益”原则，在土质贫瘠、荒漠化严重、生态环境

脆弱区域搞绿化建设，以林果业为主的荒漠绿

化造林模式使特色林果种植“井喷式”发展。

种植面积 450万亩，产量 255万吨以上，产

值 165亿元，特色林果种植的遍地开花让戈壁

变林海，实现了生态美、百姓富。走进温宿县

柯柯牙镇，沿途郁郁葱葱，苹果、核桃、红枣等

特色林果挂满枝头。这两天，果农秦利建在忙

着给苹果套袋和施肥。

“果树挂果多、长势好，今年是一个丰收

年。”秦利建说。随着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的

启动，大面积的植树造林改善了这里的生态和

土壤环境，也让如秦利建一样的果农发展特色

林果走上致富路。

温宿县柯柯牙镇龙口村农民秦延坤和邻

居吐尔洪·尼亚孜是村里的第一代果农，“刚开

始种树时没有水，我们就开渠饮水，没有住的

地方就住地窝子。除了种防护林外，我们还种

果树，大风、虫灾、冻害、冰雹轮番来袭，我们都

没有放弃，反复尝试提高果树成活率。经过几

十年的努力，现在果树成荫，我们住进了幸福

窝里。”吐尔洪·尼亚孜说。

生态文明建设不停歇

南北长 25公里，东西宽 4公里，集生态林、

经济林、防风林于一体，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

实施不仅让荒滩戈壁改变了模样，还形成了柯

柯牙精神。如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大力弘扬

柯柯牙精神，年年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

动，续写着沙退人进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走进位于阿瓦提县的艾西曼区域生态修

复及荒漠化治理工程点，一株株杨树、沙枣树

生长正旺，昔日的沙丘正被一片片绿洲覆盖，

片片湖泊及林草，已让这里建成集休闲、旅游、

观光于一体的区域。

阿克苏地区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管理科科

长马存旭说：“树多了，环境好了，野生动物也

多了，生物多样性恢复了。”

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金山”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金山”

高温“高烤”之下，户外劳动者的劳

动环境怎么样，有哪些防暑降温措施？

近日，《工人日报》记者在热浪之下，与

户外劳动者并肩而行，记录下他们的工

作和防暑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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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沪”买遍全球好物
本报讯（记者裴龙翔）近日，2022上海“进口嗨购节”在虹

桥品汇正式启动。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进口嗨购节将有近 30
家龙头企业推出近 100项进口商品特色活动，贯穿七夕节、中

秋节等多个重要节日，为上海市民带来一场“买遍全球”的饕

餮盛宴，掀起“汇国际名企、购全球好物”的消费热潮。

进口嗨购节由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与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共同主办。作为一项以进口商品为主

题的消费节庆活动，进口嗨购节自 2020 年起便被列为“五五

购物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着力促进国际经贸合作、人文交流，

旨在承接放大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

据悉，本次进口嗨购节将聚焦进博会“展品变商品”、人文

交流、开放合作等要素，开展 44场“进口商品主题活动”，21场

“国别商品文化缤纷月”系列活动，“出海优品 云购申城”系列

活动和 32 场“跨境欢购节”主题活动，推出一系列集“游、购、

娱”于一体、线上线下配合的体验消费活动，营造“日日有实

惠、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惊喜”的浓厚消费氛围。

“进口商品主题活动”将全球好物带到市民身边。虹桥品

汇推出“品汇优选”板块从 90多国的 6000多款进博好物，精选

最畅销的民生商品以低于市场价 10%的会员价销售。

为退役军人排忧解难专项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赵昂）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华慈善总

会、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等多家单位启动了“情暖老兵——

为退役军人排忧解难”专项行动，将通过单位间的合作，为退

役军人及家庭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持。专项行动重点围绕生活

存在特殊困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突出贡献、在平凡岗位

弘扬正能量的退役军人及家庭，提供帮扶资金及物资价值将

超过 1.2亿元。

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专项行动要精准界定

帮扶对象，积极拓宽合作领域，加强物资分发和资金使用监

管，帮扶范围包括就业扶持、大病救助、养老服务、子女教育等。

据了解，近年来，全国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积极动员各

方力量参与，为退役军人纾难解困，累计投入资金近百亿元，

走访帮扶退役军人 3200万人次，使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

荣誉感持续增强。

象群在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
自治县山林间觅食。

8月12日是第11个世界大象日。在
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亚
洲象监测员们日夜“随象而动”。47岁的
刁发兴，就是其中一员。

每天，刁发兴要在天亮村民出门前，确
认村庄附近象群的位置。“大象很有灵性，
它能感受到人们的善意，所以现在跟人距
离比较近的时候，也不会害怕。”

“追象”多年，他对当地所有的大象都
很熟悉，还给每头大象都取了名字。近年
来，当地大象数量不断增加，每次有小象出
生，刁发兴就像多了一个家人。“虽然大象
变多意味着工作量变大，但也说明我们保
护得好。”刁发兴自豪地说。

在江城县，跟刁发兴一样的大象监测
员共有10人。他们熟知每头大象的性格、
饮食、行动路线、健康状况，24小时不间断
地监测、追踪、观察象群，与象“同行”，守护
人象平安。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8月10日，湖州市吴兴实验小学的学生把做好的扎染作
品挂在教室里。位于浙江省湖州市的吴兴实验小学开启了以
传统乡土文化为落脚点的“博学课堂”，教授孩子们剪纸、扎
染、刺绣、雕版等课程。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