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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而温暖如春 忽而降至冰点

近期申城气温“上蹿下跳”
?报讯 （记者 郜阳） 踏出家
门，是否和前几日缩手缩脚缩脖子
的感觉有了很大不同？寒潮刚刚退
去，一波大马力的升温已经蠢蠢欲
动了。今天天气晴好，全市最低气温
除了闵行，其他均回到冰点以上，
6
时市区徐家汇气温为 3.0?。
有阳光打头阵，在暖气团控制
下，今起三天气温是节节攀升，
明天

最高 15?，后天可达 17?。白天真
的恍惚有温暖如春的感觉，不过衣
服可不能减太快，辐射降温影响下，
早晚三四摄氏度的气温依旧是“冷”
字当头，全天温差较大，极易感冒，
要小心防护。
对了，最近你有经常被“电”到
吗？这可不是心动的感觉，而是实
实在在手痛的感觉！近期雨水难

觅，干燥难以缓解，空气相对湿度
15 日下午开始影响本市，届时气温
20%~60%。大家注意补水的同时， 又将大“跳水”。16 至 17 日正值双
还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以免发
休日，气温跌至 0?~5?之间，寒冷
生火灾。
“归来”。届时请根据气温变化，合
都说“三九四九冰上走”，难不
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
成今年“三九”冷空气刚开了个场
疾病。
就隐退了？别小瞧哦！当大家还沉
不过没想到吧，本周冷暖空气
浸在冬日暖阳中时，新一股较强冷
之争还会延续下去。下周，打不死的
空气其实已从西北悄然启程。预计
小强——
—暖平流再度崛起，气温又

新民随笔

码与隐私
易蓉
一年之前，即使绝大多数人
已经习惯使用扫码支付， 相信大
家也不曾想到， 我们会以另一种
方式被二维码“紧贴”。
健康码、行程码，小小方格的
密码在疫情之年包含着每个公民
的健康承诺，它的使用，也体现着
公众对公共安全的共识与认同。
但有人打破了这份信任。 某
应用平台日前上架了一款令人匪
—“健康码演示”
夷所思的应用——
软件，能够模拟各地区的健康码、
?工码、通行码的不同显示风格，
还能显示实时时间。 尽管下载页
面标注了 “该应用仅作为演示目
的，二维码并非实际健康码/?工
码/通行码，请勿用于被扫描的场
合，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的提
示， 但其目的和影响仍然引发强
烈争议。
该软件目前已下架，开发者
所在地杭州警方也已开展调查。
但它已有超过 1000 次的下载量，
在疫情仍然需要防控的时期，是
否已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开发者
究竟以何动机上架这样的产品？！
应用平台又为何能让这样的产品
上架？！
这场喧哗又牵出几个月前
杭州的另一条关于“码”的争议新
闻。探讨健康码常态化应用，杭州
设想开发渐变色健康码， 通过集
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
管理的相关数据， 希望促进居民
健康方式的养成， 也可通过大数
据对楼道、社区、企业等健康群体
进行评价。虽然仅在设想阶段，反
对声四起，质疑聚焦个人隐私。
上周末，上海交通大学健康
长三角研究院年度论坛上发布的
《后疫情时代，互联网医疗的现实
与未来》报告提到，尽管疫情暴发
后线上医疗应用崛起， 但并不意
味着中国互联网医疗的“春天”持
续， 仅两成用户深度使用互联网
医疗。 与此同时，“不了解”“不信
任”“担心泄露隐私”“现有技术、
法律法规、运营体系均不成熟”等
问题最令受访者担忧， 也成为发
展瓶颈。
公民的隐私权应受到保护，
应置于技术创新、 应用开发之上
考量；在技术高速迭代，创新不断
涌现的同时，法律法规、监管方式
等也亦应快速跟进、补位。科技应
该为更好的世界而发展， 不应成
为双刃剑刺破老百姓的安全感和
幸福感。

消防总队开展
实战拉动演练

昨晚 11 时，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在黄浦区凯德晶萃广场开展大型商
业综合体实战拉动演练，检验消防救援队伍及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实战
处置能力。演练模拟商场内某餐饮场所厨房发生火灾，火势迅速蔓延扩
大，短时间内浓烟四起，导致大量群众被困的场景。图为消防部门动用登
高云梯车进行高空灭火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别人
“吐槽”
成为履职
“引子”
—记静安区人大代表、上海宾馆客房部经理葛芳
——
阿拉身边的代表

·
风采

■ 今天上午，葛芳代表走访平型关
路绿化工程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我们这里有乱拉电线的问
题，既不安全，也不美观，希望葛代
表关心！”
这是静安区人大代表、上
海宾馆客房部总监助理兼客房部
经理葛芳，到社区联系服务选民
时，居民向她反映的情况。葛芳经
过实地调研后，提交了一份“关于
社区内乱设架空线的意见建议”的
议案……自从当选为静安区第一
届人大代表以来，选民、同事的这
类“吐槽”，都是葛芳履职的“引
子”，她都要想方设法帮忙解决。

架空管线有望入地
宾馆附近居委会辖区内的老
旧住宅小区，分批实施了“美丽家

园”建设，但管线入地项目却因故
未能列入修缮科目清单里。去年
初，葛芳来到小区征求选民意见，
居民们对她说，小区存在乱设架空
线的问题，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
视。
葛芳认真记下后，先后几次去
小区调研，了解详细情况，并就此
撰写了一篇建议解决这个问题的
议案。去年 7 月，静安区房管局在
议案答复中表示，
“在下一轮‘美丽
家园’建设中，如有居委会辖区范
围内的老旧住宅小区项目，我们考
虑将管线入地项目纳入建设科目
中。”房管局还要求督促小区物业
加强日常管理，杜绝新增私拉电
线，
确保小区日常安全。

御寒物资及时到位
去年 12 月的一段时间，上海
气温偏低，室外寒冷，作为疫情隔
离点的宾馆防范任务繁重，前厅部
的 3 位员工每天轮班值守大门，飕
飕寒风中，他们直呼“冷冷冷”。
前厅部经理杨伟倩把员工的
苦衷告诉了葛芳，葛芳马上到员工
岗位上“体验”了一把，了解员工
“还有什么困难”，认为必须立即为
值守员工“送暖”。她向宾馆领导建
议，给值守员工每人添购一件御寒
衣服，值守处添购一台取暖油汀

等。这些物资到位后，改善了值守
员工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耐心疏导安抚客人
上海宾馆作为指定的市级隔
离酒店，自去年 3 月 17 日起，承担
境外来沪人员的集中隔离任务，3
月 20 日起，又紧急承担起静安区
境外来沪人员核酸检测等待休息
用房的重要任务。葛芳带领全体部
门员工，始终坚守第一线，常常工
作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协调
大量事务。
她带领房务部员工为客人提
供有“温度”的服务，耐心疏导安抚
客人，为客人送上生日蛋糕，帮助
年老客人上网，向运动员送去跑步
机等。一名满 14 ?的孩子需要单
独居住隔离，孩子有些害怕，葛芳
每天给她打电话安慰，还提醒她注
意用电安全，问她吃的饭是不是可
口等，使孩子顺利度过了隔离期。
平时，
葛芳还
积极参与上海宾
馆与社区的区域
化党建实事项目，
逢年过节她代表
宾馆员工，
为孤老
扫码看视频
送温暖，
安排他们
了解代表
吃年夜饭。
如何履职
本报记者 江跃中

要快速反弹了。
另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1 月
下旬至 2 月上旬除东北地区中南部
等地气温偏低外，全国大部气温接
近常年同期到偏高；1 月下旬至 2
月上旬影响我国的冷空气过程主要
有三次，出现的时间和强度分别为：
1 月 21-23 日 （中等），1 月 25-27
日（偏弱），
2 月 2-4 日（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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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讯
（特约通讯员
龙 钢 记 者
袁玮）以 构 建
滨江美丽舒
适的公共空
间为出发 点 ，
打造集旅游
休闲展览展
示为一体的
综合型旅游
服务中心服
务，提升 区 域
旅游发展的
特色形象 ，同
时为举办市
民文化活动
提供最佳场
所，虹口 区 金
茂北外滩旅
游公共服务
中心昨天试
运行。
虹口区
不断挖掘区
域内深厚的
文化底蕴 ，对
标 纽 约 、伦
敦、东京 等 全
球顶尖城 市 ，
在北外滩打
造世界一流
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记者在金
茂北外滩旅游公共服务中心看
到，该综合体占地面积约 1000
平方米，公共服务空间包括 4 大
板块，第一板块体现市民游客咨
询接待功能，为市民游客提供旅
游咨询、资料取阅、便民服务、急
救护理、自助导览等文化旅游公
共服务；第二板块体现市民驿站
及党建服务功能，为市民游客及
楼宇白领提供阅读休憩和文化、
旅游、党建等主题活动；第三板
块体现城市规划展示功能，主要
以沙盘、多媒 体 互 动 的 形 式 ，
展 示 上 海 核 心 黄 金三角特别是
北外滩的发展规划；第四板块体
现生活休闲功能，为市民游客提
供上海最佳观景区域的休闲体
验服务。目前试运营阶段，除第
三板块城市规划展厅仍在建设
中，其余 3 大板块均向市民游客
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