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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悦连城

昨日，洛阳、平顶山、郑州、许昌、南阳、开

封等地迎来强降雨。考验又至，风雨同舟。面

对新一轮的强降雨，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继续向

险而行、冲锋在前，基层党组织坚持守土尽责、

勇于担当，始终坚守在防汛救灾的最前沿。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

座堡垒。在过去的 30 天里，在防汛救灾和疫

情防控的双重压力下，基层党组织如同一个个

坚强堡垒，坚守一线、绝不后退——面对水位

上涨、河段外溢的险情，辉县市、卫辉市、牧野

区、凤泉区组织党员干部昼夜在堤坝上坚守、

在暴雨中奋战；为了及时疏散群众，浚县、滑县

组织基层党员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喊人，保证被

转移群众“一个都不能少”；骄阳似火、酷热难

耐，防疫卡点前排起长队，郑州各街道组织党

员，不间断进行值守登记、宣传教育、体温测

量，全力斩断病毒传播链。

危险在哪儿，堡垒就建在哪儿；问题出在哪

儿，党员就冲在哪儿。面对严峻考验，各地基层

党组织主动下沉一线，全力抢险救灾，在堤头岸

边、在群众安置点、在物资发放处……“共产党

员先锋岗”处处可见，“我是党员我先上”的誓言

掷地有声，鲜艳的党旗始终在一线高高飘扬。

组织在，人心安。连日来，一线飘扬的党

旗，就是组织动员群众的“令旗”，基层党组织

冲在最前沿，人民群众便有了“主心骨”，吃下

了“定心丸”。事实证明，在危难时刻，党支部

建在一线、党员挺身而出，与人民群众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为最终赢得防疫救灾

的最终胜利争取到最强力量支持。

果断的行动来源于深刻的思想认识。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基层党组织扎实组

织学习教育，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

抓手，进一步淬炼初心使命、提升责任担当。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记在心上、落实到行动

上，聚流成海，方能在关键时刻拧成一股绳，焕

发出气吞山河的磅礴伟力！

百年栉风沐雨，初心砥砺如昨。如今，新的

考验再度来临，基层党组织全员出击、全力以

赴，把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在危急关头站得出来、豁得出去，充分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必能形成一个个守护生命的坚

强堡垒，构筑起一道道固若金汤的防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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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快评

危险在哪儿，堡垒就建在哪儿；
问题出在哪儿，党员就冲在哪
儿。面对严峻考验，各地基层
党组织主动下沉一线，全力抢
险救灾，在堤头岸边、在群众
安置点、在物资发放处……

□吴学安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8月 20日表决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该法律将自

2021年 11月 1日起施行。针对滥用人脸识别技

术的问题，法律要求，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

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所

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

共安全的目的。（见8月21日《上海证券报》）
“人脸识别”技术是一种基于人的脸部特征

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新型人工智能技术，在公

共场所、刷脸支付等多个线下线上场景中成为

现实。尤其去年以来，因疫情防控的需要，人脸

识别技术在各个场景得到加速推广应用。虽然

人脸识别相关智慧生态圈不断扩容，但充分保

障个人隐私、确保安全应是前提。

尽管“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便利”与“滥用”

确实只在一念之间，市场由此充满变数。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需要遵循三个原则，即合法、正当、必

要原则，目前缺少判断必要性的标准和依据。人

脸识别技术虽然有其优势，但并不是在生活全部

领域普遍适用，更不能在部分商业领域强制使用。

网络技术犹如双刃剑，在法律框架内、道德

约束下正确运用可利国利民，若为利益所驱使，

为金钱所摆布，“人脸识别”又可摇身一变，成为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幕后帮凶。一方面，如果商

家无意构建保护人脸数据资源的“护城河”，消

费者的个人隐私将存在安全风险，肖像名誉无

从保障。另一方面，当面部信息的可识别遇上

大数据算法，消费者对商家“大数据杀熟”将毫

无察觉，公平交易更无从谈起。

毋庸置疑，人脸识别技术在实现高安全性、

高准确率、高可用性、高实时性后才能兑现巨大

的市场潜力。目前收集人的脸部特征信息的商

业机构，大多数是基于身份验证的需要。在企

业收集这类信息后，能不能妥善保管并按照事

先所告知的方式去使用相关信息，也是大家最

为担心的。因此，给膨胀的市场划下法律底线

就成为当务之急。

按照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

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

取得同意。对收集个人生物信息的管理，核心在

于对获取方的管理。现实中遵循的原则应当是能

不采集个人生物信息就不采集，而且宜通过立法，

进一步明确具备采集资格的主体范围。消费者

面对商家，也应当有控制、注销已被采集的生物

信息的权利。此次，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经营场

所滥用人脸识别属于侵权，无疑对于将“人脸识

别”技术纳入法治轨道是大有裨益的。3

捐献干细胞传递人间大爱

险情在哪，堡垒就建在哪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书写在防疫救灾最前沿（下）

保护个人隐私
应防止“人脸识别”被滥用

□袁文良

近日，北京某医院病房内，小吴体内的

造血干细胞通过血液分离机被缓慢分离出

来。这些珍贵的细胞混悬液被输送到一位

年轻女性体内，给这位患有白血病、亟待拯

救的女孩带去生的希望。（据顶端新闻报道）
据了解，早在 2017 年，刚满 18 周岁的

河南小伙小吴在参加义务献血时，医生就

询问他是否愿意留取血样加入中华骨髓

库。那是小吴第一次了解造血干细胞捐

献。他认为这是一件“可以救人的事”，于

是毫不犹豫地留了样。

造血干细胞可用于治疗白血病、再生

障碍性贫血、重症免疫缺陷症等恶性疾病。

在我国，仅白血病一项年发病率就高达十万

分之四，移植造血干细胞至今仍是众多血液

病患者重生的唯一希望。但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目前仅有近 300 万志愿者加入中华骨

髓库，再加上骨髓移植匹配率极低，每一次

捐献都显得弥足珍贵。从 2003 年第 1 例捐

献开始，河南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至今已

突破 1000 例。小吴在经历两次匹配之后，

终于匹配成功，让年轻的生命得以延续，人

间大爱又一次得到传承与弘扬。

捐献造血干细胞，是对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的生动诠释，是公民个人良好道德修养

的体现，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从 1000

多例的造血干细胞捐献举动中，我们可以看

出，捐赠者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无私的奉献

精神。他们的善举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可以

激发更多的人参与造血干细胞捐献，为更多

患者带去生的希望，亦可以激励更多人参加

公益活动，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获得乐趣，

感知“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

美好的人间”的社会正能量。

生命因善举而重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人，来自各行各业，都是普通人。他们生

而平凡，却不吝啬大爱。正是一个个凡人

善举，汇聚成了人间暖流，温暖着我们每一

个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像小吴和其他造血

干细胞的捐赠者那样，把充满正能量的助

人为乐作为一种自觉、一种习惯、一种追

求，进而把助人为乐的内涵融入日常的工

作生活之中，真正以自己的奉献行动向社

会、向他人传递涓涓爱心，让关爱他人成为

一种自觉与习惯，从而让助人为乐的民族

美德得以发扬光大。9

众议

锐评

画中话

据新华社报道，数字时代，大量的生产生活离不开计算力的支撑。“双碳”目标引领下，降低计
算能耗，推动“绿色计算”十分关键。工信部近日印发《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年）》，明确大力推动绿色数据中心创建、运维和改造。9 图/王琪

（上接第一版）

青春是一句誓言——
“此身许国难许家”

“戴口罩不比戴氧气罩强？躺床上不比躺
ICU里强？严管才是厚爱！”原阳县阳阿乡马庄
村的大喇叭里，再次响起“90后”村党支部书记
姚玉洁的声音，一番“霸气”又朴实的喊话一度
登上热搜。

漂亮、年轻、干练，是大家给姚玉洁贴上的
“标签”。从村“文书”到村支书，姚玉洁越干越
起劲，老乡们看她也越来越顺眼。

能为家乡出把力或许是幸福的，有的人却
“此身许国难许家”。厦门曙光救援队员商华
鸽，因疫情一年多未回河南老家，却因一场极端
暴雨，随队“回家”救灾。临别时疫情再起，在高
速路口，商华鸽与家人相对10分钟不敢靠近，远
远向爸妈敬了一个军礼，挥手作别。

此时分离，是为了日后更好地相拥；此刻牺
牲，亦是为了更多人生的希望。7月 26日凌晨，
贵州救援队员何国勇，把 39岁的生命留在了离
家数千里的中原大地上。多么不愿以这样的方
式认识你，河南人民永远记得你、感谢你。

郑大二附院护理救治队的张超奇，在网上
看见人们送别何国勇的场景，一次与逝者的对
话，让他思考青春的价值、成长的意义。去年他
是河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中的一员，在武汉抗
疫；现在，作为重症医学科年轻骨干，他第一时
间进驻定点救治医院。

迎接新生命，更能给人以无穷力量。“你出
生这一天，就要面对这世界的洪水猛兽，即使只
剩下一束光，我们也用尽全力为你点亮，为你保
驾护航。”7月21日凌晨2点，青年助产士董留琛
结束了一天的疲惫工作，在朋友圈这样写道。
产床前，护士们手举手电筒照明，为黑暗中降生
的宝宝点亮人生。

难怪有人说，一个国家最好看的风景是这
个国家的年轻人。

眼前无数个年轻人，还是最初那张脸，面前
再多艰险从不退却，这一幕“破防”了——

一位年轻女护士瘫坐在地、双眼紧闭，拿起
一瓶冰矿泉水就往头上猛浇，此时的她浑身被
汗水浸湿，体力早已不支——记住她的名字，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子函。

“我真不是故意晕倒的。”一句话让全国网
友泪流满面，这是一个连续核酸检测采样9小时
后累倒的护士，苏醒后“内疚”说出的第一句话
——记住她的名字，郑大一附院付莉娜。

几天几夜站在水中参与救援，双脚被浸泡
多天，脚底已经完全浮肿、布满红色伤痕，剧烈
疼痛让他几乎站不住——记住他的名字，新乡

市牧野区“85后”乡镇干部付作磊。
他们不仅敢于担当，更是无怨无悔。

青春是一种态度——
“你努力的样子真好看”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的信念丝毫
未减。从抗洪到抗疫，从盛夏到初秋，所有经历
风雨的温柔与坚强，把每一个时间节点铭记刻
录。

立秋，第一杯奶茶点给谁？驻马店民警姚
冲，在 8月 7日立秋那天，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
媳妇宋惠泽送了一杯奶茶。那天，在郑州多个
核酸检测点，许多奶茶店的年轻老板不约而同
用这种方式，给一线工作人员送奶茶。一个温
馨的“网络梗”，传递着无尽暖意。

七夕，你爱的人在身旁吗？赵先生和赵太
太，相遇在核酸检测现场。就职于同一所医院
不同科室的赵璐宽和妻子靳丽，从疫情防控开
始起就分隔两地，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时意
外被分到一组“偶遇”，俩人穿着防护服比出爱
心手势，让人看到了爱情最好的模样。

医师节，隔空祝福都收到了吗？8月 19日
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许多医护人员都在防疫
一线度过了这个节日。印象最深的是，“青光眼
乐队”四个博士医生用民谣唱出了医者仁心，唱
出了青年一代医生对医学的热爱：我要加快速
度，厘清千头万绪，只为那件纯白衣服。

无数自信的、开放的、包容的年轻人，越是
在艰难时刻，越要用自己的生活态度打造一个
活力四射、希望无限的天地。

他们可以很从容。在郑州市惠济区江山路
荣苑社区，一个中学生在核酸检测排队时，自带
板凳，忘我读书。在焦作市修武县郇封镇兰封
村防疫哨点，志愿者薛吉平收到了郑州大学医
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正如网友所说：“你努力
的样子真好看，这才是生活学习的榜样。”

他们可以很浪漫。护士小姐姐徐亚静在
核酸检测间隙弹起了钢琴，用音乐来驱散群众
排队的焦虑困倦。19岁的郑州女孩孟婷玉擅
长漫画，手绘了十几幅“双线战”图景。郑州东
站大批旅客滞留，一群身着橙色演出服的少
年，动情演奏《我和我的祖国》，一时间掌声四
起、众人泪目。

他们可以很个性。相声演员王金浩和杨雨
薇在郑州一处核酸检测点做志愿者，现场有人
焦躁烦闷，俩人“抖包袱”逗大家乐。郑州市二
七区医生林森，在上门为居民做核酸检测采样
前，跳了一段炫酷街舞为大家解压鼓劲。

他们可以很可爱。凌晨1点，两个身着防护
服的“大白”比画“石头剪刀布”，游戏规则是
——谁输谁休息，原因居然是“她们谁都不愿先

被替换”。还有的一线医护人员开启“热情揽
客”模式：“做核酸了，做核酸了”“不排队，扫个
码就能做”……因为热爱，苦也甘甜。

他们不仅负重前行，更在轻盈绽放。

青春是一抹色彩——
“我的城市病了，我要拯救她”

少年锦时，年华芳菲。青春自有明媚色彩，
那它是什么颜色？

是初心不负的“天使白”。年轻护士郑锐，
一个简单的“OK”手势，一句写在防护服上的

“加油”话语，都能成为她和患者之间最好的默
契。这个土生土长的“90后”郑州姑娘突然长大
了，她在病房日记中写道：“我的城市病了，我会
拼尽全力拯救她。”

是朝气蓬勃的“志愿红”。做疫情防控志愿
工作，对于大学生廖子毅来说已是轻车熟路。
去年疫情期间她就把志愿服务作为自己的“成
人礼”，并郑重写下入党申请书。今年，当看到
微信群里的招募信息，廖子毅第一时间回复，

“我可以！十分钟内到岗。”
是刚健勇毅的“迷彩绿”。还有两天就要毕

业离校，可7月 20日那场暴雨，浇灭了陆军炮兵
防空兵学院郑州校区学员们的离愁。风雨交加
中，他们把毕业汇演变成誓师大会，迅即投入抢
险救灾，组织党员突击队员紧急疏散和转移遇
险群众，出动百余名教练勤务营官兵，火速驰援
郑州市常庄水库堤坝加固。

是冲锋陷阵的“消防橙”。接到郑州地铁 5
号线救援通知，市消防救援支队金水大队南阳
路站政治指导员殷全铭，火速集结队伍，这支青
年党员突击队，队员年龄最大的 32岁、最小的
24岁，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救援力量。殷全铭
带领队员跳入水中，筑起一道“人体防洪墙”，大
声呼喊：“快上来！踩着我的肩膀过！”

是风雨无阻的“外卖黄”。7月 21日凌晨，
郑州外卖小哥位仲辉留意到平台上一个订单许
久没人接单，仔细一看，原来是身在外地的客户
寻找老父亲。位仲辉立即和同行骑手孟乾坤一
起，蹚着大水，找到被困在公交车上的老人。直
到第二天上午，妥善安置老人后，位仲辉才默默
离去，他说：“这一单，就该是我的。”

是带来光明的“电力蓝”。7月 20日晚，国
网郑州供电公司接到求助电话，郑大一附院配
电房进水导致停电，ICU重症病人告急。“雷锋
号”电力抢修队队长郝涛和 6名队员，火速赶往
现场应急保电。这只是他们的任务之一，那些
天不是在找信号、打电话，就是在抢修路上，“去
哪儿保电”是队员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青春的颜色还不止这些，大战大考面前无
数青年一路走来，风风雨雨中把青春打磨得缤

纷多彩，珍藏在记忆最深处的是——奋斗永远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他们不仅奉献付出，更在加速成长。

青春是一生信仰——
“保家卫国交给我们，祖国未来更看
你们”

人群中，有信仰的人是看得出来的，它让人
发光，哪怕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它让爱情更甘美。刘娟，新乡一名普通病
区护士，投身抗疫一线；她的爱人王岩，是车管
所一名辅警，洪灾期间忙于转移受灾人员。匆
忙离别之际，王岩用“敬礼”不知所措地表达爱
意，刘娟同样以不知所措的“鞠躬”加以回应。
当爱情遭遇疫情，爱之花开放的地方，生命便能
欣欣向荣。

它让亲情更醇厚。有披荆斩棘的“父子
兵”，黄河科技学院学生王一新和身为村医的父
亲王书建并肩作战，通宵达旦为村民们做核酸
检测。也有乘风破浪的“姐妹花”，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一病区赵芳和高血压病区赵培培是一对
亲姐妹。在出征一线的集合现场，俩人才惊喜
发现对方也在，共同约好“先不要告诉爸妈”。

它让友情更牢靠。“前面被淹了，叔叔停
车！”喊话的是许昌男孩杨丰羽。和他一起的，
是一群十几岁的小伙伴。他们站在雨中两个多
小时，及时“喊停”拦下十几辆车。有人问，以后
遇到这种情况，还帮吗？少年们答：“下次，我们
还要在一起，还帮！”

它让恩情更悠长。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
官兵执行抗洪抢险任务期间，在郑州市七十三
中学暂作休整。他们将教室走廊打扫干净，还
在黑板上为孩子们留下“特殊礼物”，一枚手绘
警徽和一句留言：“保家卫国交给我们，祖国未
来更看你们！”

他们不仅心中有光，更在温暖四方。
正如一名“90后”党员所说，“重要的不是

‘几零后’，而是‘努力后’‘奋斗后’，能够为国家
作贡献、为人民服务，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
途径”。

在与洪魔斗争、与病毒较量的两场硬仗中，
一张张脸庞虽显稚嫩，眼神却透露着坚毅果敢；
一个个虽是“职场”新人，却责任感爆棚。当时
代和人民发出召唤时，他们从来都不是旁观者，
而是勇敢行动者、热忱付出者。

青年“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
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
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是的，青春的力量
就在于那股子不畏不惧舍我其谁的闯劲儿，
在最需要的时刻迸发而出，在最需要的地方
挺立潮头！③5

（上接第一版）市、县（区）两级1252名机
关干部包联 1632 家重点企业，涵盖了
一、二、三产业重点企业和产业园区、创
新平台等各类市场主体。

为深化、细化省委省政府“万人助
万企”活动，近日，洛阳市委市政府出台
《洛阳市推进制造业“三大改造”实施方
案》《洛阳市高成长性企业提质倍增计
划推进方案》和相关配套政策。2021
年，洛阳将推动 248家企业实施 316个

“三大改造”项目，总投资 872.3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 333.2 亿元，通过“真金白
银”的政策扶持，为“建强副中心、形成
增长极”奠定坚实产业基础。

“要甘当服务企业和项目建设的
‘服务员’‘店小二’，通过精准帮扶，着
力解决企业和产业链中的痛点、难点、
堵点。”洛阳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洛阳建立了市、县“两库一台账”
（助企干部库、重点企业库、问题台账）
和“1＋2”包联企业制度，实行企业反映
问题办理“四单制”，即列单、领单、办
单、清单，做到有事必服、无事不扰，提
振市场主体信心。

为让企业轻装上阵，洛阳市强化要
素保障，加大银企对接，提供个性化金
融服务，拓宽融资覆盖面，降低融资成
本，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
题。

对产品竞争力强、运行效益好的
149家企业开展精准帮扶，组建专班、一
企一策，推动企业快速形成新的优势产
能。

同时，市、县（区）各部门迅速行动、
联动发力，推动活动不断走深走实。洛
龙区从青年干部中选派助企服务员、项
目攻坚队员 151名，对该区 117家企业
（项目）开展“一对一、点对点”保姆式服
务。西工区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紧盯企业所急所需，对企业反映的 5类
28项具体问题逐一销号解决。宜阳县
举办惠企政策宣讲会，与 107家重点企
业面对面交流座谈、点对点解答难题。
洛阳高新区更是拿出 2.15亿元“真金白
银”为企业兑现创新龙头企业、头雁人
才奖励、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

据了解，自“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
以来，洛阳市累计协调解决企业反映问
题 1548个，为全市企业减负 25亿元以
上。③5

我的名字叫“奋斗后” 洛阳：
助企惠企暖心
发展更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