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节是我国抗疫进入
新阶段后的首个春节， 在家家户
户团圆之际， 首都北京二级及以
上医疗机构平均每天都有6.4万
名医护人员在岗值守 。 大年三
十，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 面对陆
续前来就诊的患者， 感染疾病科

的医务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过年好， 您哪里不舒服？” “您
别着急， 马上就到您了。” 虽然
无法与家人团聚， 但每位医护人
员都耐心地为患者服务着。 （1
月26日 新华网）

今年春节是很多人生命中一
个特别的春节。 团圆、 欢聚历来
是春节的主题， 而为了这一温暖
的时刻， 总有人因肩负使命， 坚
守工作岗位， 兢兢业业守护着万
家团圆 ， 白衣天使就是其中之
一。 疫情期间， 广大医务工作者
逆行而上、 义无反顾， 奔赴在医
疗救治、 核酸检测、 隔离管控、
消毒消杀等抗疫一线， 用 “敬佑
生命、 救死扶伤” 的职业精神和
责任担当 ， 筑起病毒的 “隔离
带”， 撑起患者的 “保护伞”， 展

现了白衣天使的动人风采。
除了白衣天使， 还有许多人

在各行各业坚守岗位。 今年春运
期间 ， 客流总量预计超20亿人
次， 人流高峰与疫情高峰叠加，
是近年来 “不确定性最多、 情况
最为复杂、困难挑战最大”的一次
春运。保证如此庞大的客流平安、
有序、温馨出行，背后有无数工作
人员的坚守与奉献。还有解放军、
公安民警、消防员，抢抓项目进度
的建筑工人，公交与出租车司机、
外卖与快递小哥、环卫工人、水电
抢修员， 以及商场、 酒店等服务
员，这些“春节我在岗”的坚守者、
奉献者， 都赋予这个春节别样的
精彩，成为最美风景。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
有人负重前行。 没有确切的统计

数据告诉我们， 在这个春节假期
中， 究竟有多少人舍弃了自己的
休息 ，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 然
而， 正是他们的坚守， 我们才有
便捷的交通、 整洁的环境； 正是
他们的坚守， 我们才能享受寄情
山水的愉悦、 购物的快乐、 团圆
的幸福； 正是他们的坚守， 我们
的国家才有安定祥和的氛围， 社
会才得以正常运转， 千家万户才
有平安的生活……我们应当向所
有的坚守者致敬， 道声辛苦了！

我们要向所有春节期间坚守
岗位的劳动者致敬， 绝非一句口
号， 我们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
对医务工作者多些信任和换位思
考， 让医患关系更融洽； 养成文
明习惯， 不随手乱丢垃圾， 让环
卫工人少弯一次腰； 遵守交通规

则， 让交警同志少走几步路； 一
个真诚的微笑 、 一句暖心的问
候， 就是对快递小哥的鼓励和关
爱……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 既
是文明素质的体现， 也是对坚守
者、 奉献者最好致敬。 只有让每
位坚守者、 奉献者都得到尊重，
社会才会更和谐、 更美好。

“春节我在岗” 的背后， 是
广大劳动者以执著和敬业诠释着
对职业的热爱与责任， 也是对开
创更加美好未来的信心与笃定。
新的一年 ， 新的征程 。 大道至
简， 实干为要。 新征程是充满光
荣和梦想的远征， 没有捷径， 唯
有实干。 新的一年， 让我们与春
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奉献者一路同
行， 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 共同
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对“职业陪诊师”
要让其有规可循

长假过后
警惕“节后综合征”

文化和旅游部27日公布 2023年春节假期文化和
旅 游 市 场 情 况 。 经 文 化 和 旅 游 部数据中心测算 ，
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3.08亿人次 ， 同比
增长23.1%。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58.43亿元， 同比
增长30%。 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
（1月27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年夜饭是中国春节的重头
戏。 近年来， 一项新职业———上
门厨师悄然兴起。 一家政公司经
理告诉记者， 年前招募的厨师早
早都被预约， 7天下来， 每个厨
师平均收益都能达到万元以上。
北京一家家政公司的梁经理告诉
北青报记者， 他在北京从事家政
工作已经近十年， 以前主营业务
是月嫂和清扫房间的小时工， 自
2020年开始， 公司拓展了 “上门
厨师” 新项目。 （1月27日 《北
京青年报》）

“舌尖上的安全” 直接关系
消费者身心健康， 一旦出现问题
往往难以挽回， 上门代厨服务应
在这方面做到防患于未然。 在一
些地方， 对代厨的需求市场相当
旺盛， 聚沙成塔、 聚点成面， 看
似单个的社会服务行为， 但一旦
形成规模， 就足以影响公众的食
品安全状况。 由此可见， “上门
代厨” 服务过程中存在着食品安
全风险不可小觑。

保障食品安全是全社会的责
任， 需要公众广泛参与， 在上门

代厨这一社会服务中也是如此。
“上门代厨”作为新兴职业，需要
职能部门的积极引导，逐步规范。
一方面， 尽早为这一新兴职业明
确准入门槛， 并针对整个服务过
程量身定做各种质量评价和管理
规范，如上岗前的体检、食品基础
培训是“上门代厨”服务业者的必
备条件，另一方面，对代厨人员服
务标准、食品加工安全等，制定出
清晰且具操作性的“上门代厨”行
业标准， 才能促进上门代厨服务
行稳致远。 □吴学安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付彪

■劳动时评

本版热线电话：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本版编辑 康雪冬│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刘芳│２０23年 1月 30日·星期一

“春节我在岗”的背后，
是广大劳动者以执著和敬
业诠释着对职业的热爱与
责任，也是对开创更加美好
未来的信心与笃定。新的一
年，让我们与春节期间坚守
岗位的奉献者一路同行，踔
厉奋发、笃行不怠，共同开
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世象漫说

“春节我在岗”是值得尊崇的风景

近日，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
结了一起App强制收集用户画
像信息侵权案。 法院经审理认
为， 涉案软件在首次登录界面
收集用户画像信息 ， 未设置
“跳过” “拒绝” 等路径， 属
于强制收集， 构成侵权， 判决
被告涉案软件运营者承担相应
侵权责任。 （1月28日 《法治
日报》）

近年来， App被广泛应用
于各种场景， 极大便利了人们
的生活和工作。 但与此同时，
App运营者强制收集用户画像
信息的行为也如影随形。 一旦
App用户的画像信息泄露后被
不法分子窃用， 则必然给其隐
私、 名誉和财产等权益造成损
失， 危害不容小觑。

作为一种个人信息， App
用户画像信息的收集应遵循
《网络安全法》 关于个人信息
收集的 “合法、 正当、 必要”
原则。 然而遗憾的是， 面对法
律底线， 部分App运营者仍我
行我素地强制收集用户画像信
息。 在这起案例中， 被告在未
告知原告罗某隐私政策的情况
下 ， 要求原告必须填写 “姓
名 ” “职业 ” “学习目的 ”
“英语水平” 等内容才能完成
登录， 是典型的强制收集用户
画像信息的霸王行为， 被法院
判决承担侵权责任， 也就自在
法理逻辑中。 法院的这一判决
结果， 既彰显依法保护App用
户画像信息的司法价值取向，
也是对App运营者强制收集用
户画像信息不法行为的依法纠
偏， 无疑具有十足的警示导向
意义。

司法裁判具有鲜明的警示
效应， 守住App用户画像信息
底线， 离不开司法裁判所产生
的警示威慑 “涟漪效应”。 此
番北京互联网法院对App运营
者强制收集用户画像信息追究
侵权责任的裁判， 充分释放了
“一次公正司法判决胜过千次
空洞说教” 的警示威慑信号，
更有助于遏制App运营者强制
收集用户画像信息的不法行
为， 其意义自不待言。

□张智全

“返岗务工专列”让务工人员返岗更方便

旅游过年

规范“上门代厨”行业发展，监管要及时跟进
刘天放 ： 春节长假结束了 ，

这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意味着
又要恢复正常的工作和学习。 以
往春节长假过后， 很多人都担心
自己患上了 “节后综合征”， 提
不起精神 。 为了能在 新 的 一 年
“讨 个 好 彩 头 ” ， 为 工 作 和 学
习打下坚实基础 ， 我们每个人
都有必要警惕 “节后综合征 ”
带来的不良影响， 以各种方式积
极应对 ， 由此才能做到节后收
心， 尽快从懒散的生活状态中走
出来。

以司法裁判守住
用户画像信息收集底线

魏芳： 作为近两年来的新兴
职业 ， 职业陪诊师持续引发热
议 。 据媒体报道 ， 2021年有2.6
万人在淘宝搜索 “陪诊”。 相关
职 能 部 门 应 尽 快 为 “ 职 业 陪
诊 师 ” 完善行业规范和标准 ，
包括设置准入门槛、 持证上岗、
规范收费标准等 ， 让其有规可
循， 有标可依。

1月27日，550余名黔北地区
务工人员乘坐G1339次返岗务工
高铁专列从遵义南站出发， 前往
浙江杭州，投入新的工作。该专列
是贵州省2023年开行的首趟返岗
务工高铁专列 。 （1月 27日 新华
网）

据报道， 为方便务工人员顺
利返岗， 贵州省遵义市人社部门
和铁路部门联合开行了这趟高铁
专列， 务工人员的乘车费用由当
地人社部门承担。 为保障专列顺
利开行， 铁路部门采取图定动车
组列车重联的方式， 提前为务工
人员办理团体车票， 满足务工人
员乘车需求。遵义南站在进站、候
车、检票等环节开辟了绿色通道，
方便务工人员背拉大件行李，让

务工人员返岗更方便、更温馨。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 春运高

峰由节前返乡转为节后返岗， 遵
义市人社部门和铁路部门联手合
作开行的返岗务工高铁专列， 用
真诚关爱、 贴心服务让返乡务工
人员在节后返岗旅途中感受到浓
浓的温情。 “点对点、 一站式”
送他们返岗之举措， 受到务工人
员的一致好评和点赞。

笔者以为 ， 百姓民生无小
事， 一枝一叶总关情。 开行返岗
务工高铁专列， 提供 “点对点、
一站式” 运输服务， 既是许多务
工人员的希冀和期盼， 也是当地
人社部门和铁路部门将党和政府
对异地务工人员的关爱落到实
处， 一心为民的诠释。 返岗务工

高铁专列承载着外出务工人员对
美好生活的期望， 有人将它形容
为开往“幸福”的列车，犹如一缕
春风温暖了务工人员返岗旅途。
乘坐该专列的务工人员黄胜前深
有感触地说，“今年回家过了一个

团圆年， 今天带着爱人和儿女乘
坐免费专列返岗，开启了兔年‘新
生活’。 ”这是黄胜前个人的感触，
也是许多务工人员的共同心声 ，
让我们对兔年的春天充满了希望
和期待。 □周家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