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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违规需要争辩
但辨别美丑只需一眼

媒体观点

无论是否回乡
防疫都应有温度
□ 新华社记者 陈尚营 周畅
疫情当前，是否回乡过年成了不少人的一个心
结。从北京市的“非必要不出京”到山东省一些地方
“引导务工人员等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留在务工地过
年”，再到安徽省有的人口大县发出公开信，建议在外
务工人员“非必要不返乡”，各地都在为做好春节期间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想办法。
回乡也好，留在务工地也罢，个人选择都应当受
到尊重。同时，无论选择回乡还是留在工作地过年，
个人都应当做好防疫工作，
为了大家，
也为了自己。
凡事预则立。输出地和输入地相关部门应提前
建立好畅通的联系沟通渠道，打好“提前量”。相关地
方提前做好预案，老乡们回乡之后，核酸检测在哪做、
怎么做？发烧咳嗽了怎么办、去哪儿看？确需前往国
内中高风险地区和境外，要如何报备、怎么操作等，都
需要细化。对于留在异地的务工人员来说，怎么让他
们过个安心年、暖心年，也需要做好相应服务。总之，
各地政府要在坚守防疫底线的同时，注意工作方式方
法，
让大家无论身在何处，
都能感受到温情。
针对春运期间农民工回乡的实际情况，各地可借
鉴当初返岗复工的有效做法，根据需要组织开行农民
工回乡和返城“点对点”包车运输。这些工作相比单
纯规劝务工人员留在务工地过年要复杂得多。但只
要用心，
办法总比困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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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
全很重要，
但
住宅是否符
合最基本的
审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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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为自
己设计上的
失误，
就牺牲
住户的利益，
这应该是基
本的常识。

监视员工的智能坐垫
羞辱了“智能”两字
□ 杨颖
据都市快报报道，近日，有网友发帖，说公司给员
工发了一批坐垫，结果几天后，自己就被公司人事
“盯”上了——你为什么每天上午 10:00 到 10:30 都不
在工位上？小心老板扣你工资哦！这名网友说，自己
一直天真地觉得，坐垫上的数据只有自己手机上看
得到，
原来全世界都知道啊。
本以为老板体恤员工，给员工配个智能坐垫，人
坐在上面会感应人体的很多数据，可以检测心跳、呼
吸、坐姿等，既有趣又益身心健康，简直不能更人性化
了。但谁能想到，智能是够智能了，坐垫却不是真的
坐垫，而是一台监视器，随时监控着你的一举一动。
这种体验，就像背后总有一双眼睛盯着你一样，让人
不寒而栗。
此事引发争议后，该公司专门做了一个回应，大
意是：该款智能坐垫专门为办公室人群设计，有助于
预防职业病，并非出于监控的目的而设计，且公司制
定了合理的隐私保护机制，不存在监测数据与员工绩
效或奖金挂钩的情况。此外，公司管理层还给予事件
中的涉事 HR（人事）严重警告处分，
原因是“未遵循我
司隐私保护条例，私自传播测试人员的个人数据属于
违规行为”。
这个回应可以说是避实就虚，完全没有回答公众
的质疑。如果仅仅是为了预防职业病，那么只需要把
数据传给员工即可，无须公司 HR 掌握。没有数据，
就不存在隐私保护和泄露的问题。所以问题的关键
在于，公司有什么理由和权力，窥探员工的隐私信
息？问责 HR 的操作也让人困惑，真正违规的是公
司，
HR 只是把公司违规的信息泄露给员工，
间接保护
了员工的隐私权，
却无辜充当了替罪羊。
一言以蔽之，员工的隐私信息公司还会继续收
集，但是会保护得很好，至于公司怎么使用这些隐私
信息，那就谁也不知道了。显然，这无法令人信服：企
业随意收集员工的隐私经过允许了吗？
去年，在南京某区一家环卫公司的环卫工人，被
要求戴上了一款智能手表。除了定位功能外，如果工
人在原地停留休息 20 分钟以上，手表就会自动发出
“加油”的提醒。此事曝光后，引发了网友争议，像监
视囚犯一样监视环卫工人，既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一种
践踏，
也是对人格尊严的羞辱。
多少羞辱假“智能”以行？科技的发展是为了让
人生活得更美好，
更有尊严，
而不能是反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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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昆明市西山区新希望·观澜汇小区近
几天正值接房，这本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但小区内超高层楼栋涉及的 300 多户业主
看到房子时却有些傻眼：只见消防管道有
的沿着天花板边沿安装、有的布满房间房
顶，管道有粗有细、有高有低，几乎所有的
消防管道都是悬空安装，离天花板还有 2050 厘米不等的距离。
很多人小时候应该看过一部卡通片，叫
《没头脑和不高兴》，主角之一的没头脑从小
做事情丢三落四，结果长大后还成了建筑
师，
设计了一栋没有电梯的 999 层的少年宫，
小朋友们要去顶层看演出，得带上装备爬一
个月的楼梯……以前觉得这是艺术的夸张，
但是在看到这个新闻后，这部 1962 年拍摄的
卡通片和“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大概会
同时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一栋超高层的住宅楼，设计的时候不知
道出于什么原因，没有根据国家住建委出台
的新规采取隐藏式安装消防管道，结果就变
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住户的客厅天花板下，
赫
然是红色的消防管道线，还有向下突出的喷
头，
不仅极大地影响美观，
而且这些消防管道
的存在使得实际
“净高”
变成了 2.1 米左右。
对此，房产商给出的解释是：依据建筑
防火规范要求的规定“建筑高度大于 100 米
的住宅建筑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12 栋建
筑高度超过 100 米，因此，按照规范要求户
内需要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管道
及喷淋)。
但是，按《国家住宅设计规范》规定，普
通住宅层高不宜高于 2.8 米，卧室、起居室的
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2.4 米。请注意，这个规
范所使用的不是“层高”，而是“净高”。在这
个设计规范内对于室内净高说的很清晰：室
内净高是指“楼面或地面至上部楼板底面或
吊顶底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现在看来，无论是房产商还是购房者，
双方都能拿出相关的规定来证明自己的诉
求是合理的，具体的交锋可能还需要有律师
介入，或许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有一

点是所有人一眼就能判断的：这样的房子，
很丑，
非常丑。
在 这 里 ，丑 所 带 来 的 第 一 个 问 题 ，是
压抑。笔者很想问一下如此设计消防管
线 的 房 产 商 ：请 问 你 们 知 道 2 米 1 是 什 么
概念吗？姚明的身高是 2 米 26，也就是说，
如果是姚明来住这样的房子，一辈子要低
头走路。
当然，姚明的例子过于极端了，没有几
个人身高会比消防管线高，但是身高 1 米 8
或 1 米 9，在当下是很常见的。这样的净高，
不仅给个子较高的人的感觉会非常压抑，而
且不能做跑跳之类的剧烈运动，否则头可能
会受伤。消防喷头离地面只有 2 米 1 的高度
的房子，请问房产商，你们的身高多少？你
们觉得这样的房子是可以住人的吗？
丑的第二层意思，是欺诈。去过样板房
的购房者清晰地看到，新希望·观澜汇二期
的样板房里，是见不到消防管线的。一期已
经入住的房子，住户甚至从开始验收毛坯房
的阶段开始，就没见过消防管线——或许房
产商已经告知过购房者二期为超高层建筑，
但在一期和样板房都正常的情况之下，无论
如何也不能说，房产商没有隐瞒信息的情
况。隐瞒如此“丑”的信息，让花了一两百万
元购房款的住户住进这样的房子，我们只能
说，
这种行为很丑陋。
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这样“丑”的消防
设计，
当初是如何诞生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小区的消防
管线，其实有改进的可能，比如让管道尽量
离天花板近一些，让消防喷头不要那么突
兀等等。
消防安全很重要，但住宅是否符合最基
本的审美标准，同样很重要。不能因为自己
设计上的失误，就牺牲住户的利益，这应该
是基本的常识。
而所有的法规，最终都是为人服务的，
也希望这个小区的房产商能在今后的所有
项目中，
牢记这一点。
（相关新闻见 A09 版）

李娜退出中国国籍”的谣言为何受关注

“

首席评论员
吴龙贵
相比“李
娜退出中国
国籍”，更值
得关注的是，
这样的恶意
炒作该不该
处罚？究竟
是谁泄露了
“李娜”的领
事证明？

2021 年 1 月 4 日，
“李娜退出中国国籍” 是流量和眼球，你越参与，他越来劲，李娜的
成为新浪微博热搜话题，并附中国驻釜山总
冷处理是最好的还击。换作一些小明星，或
领事馆 2020 年 12 月 24 日签发的第 462 号
者就借力打力，
反向炒作一番。
领事证明，引发关注热议。随后，中国驻釜
在李娜“不愿多说”的背面，可能还有一
山总领事馆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微博热
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李娜看来，这并不是
搜“李娜退出中国国籍”的声明》，声明称， 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则谣言而己，澄清了
经查，该申请人证件使用姓名与知名运动员
就好，并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困扰或伤害。在
相同，其已在韩国结婚定居多年。经中国驻
这条热搜下面，由于真相不明，网友发表许
釜山总领事馆与申请人联系核实，该领事证
多不同的意见，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有惋惜
明图片系被盗用后上传到微博炒作。
（澎湃
的也有祝福的，也不乏有人指责李娜忘本。
新闻 1 月 5 日）
这正是谣言传播者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借助
“李娜”是中国重名率最高的几个名字
李娜的名人效应，引发网友论战，从而收割
之一。2019 年的全国户籍人口中，叫李娜的
流量。
人数多达 27.3 万人。在知名人士中，有游泳
“李娜退出中国国籍”的谣言之所以受
运动员李娜，有唱红《青藏高原》的李娜，当
关注，一方面是李娜的超高影响力和受欢迎
然知名度最高的还是网球运动员李娜。所
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某些观念需要改改
以尽管网帖中并未明言究竟是哪一个“李
了。在我看来，李娜是中国体育当之无愧的
娜”，网友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后者。事实 “第一人”，地位甚至要超过姚明和刘翔。这
上，也只有曾经的“网球一姐”，才能带得动
不仅因为她是亚洲首位大满贯单打冠军，亚
如此巨大的舆论热度。
洲第一位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球员，在欧美
莫名其妙地上一次热搜，李娜本人倒是
国家统治的运动项目中打下一片天地，也在
表现淡定。回答记者采访时，李娜表示，既
于她爽朗的笑容、机智幽默的个性，让网球
然官方已经给出了辟谣，自己对此不想再有
这项运动充满魅力，感染了全世界无数球
更多评论，
“也没有太多可以说的”。我很欣
迷。无论走到哪里，李娜就是李娜，她代表
赏这样的回应，这个回应也与李娜在网球场
中国。
上干净、利落且机智的风格高度吻合。话虽
相比“李娜退出中国国籍”，更值得关注
不多，但态度很鲜明。很显然，这是一场非
的是，这样的恶意炒作该不该处罚？究竟是
常低级的蹭名人的炒作行为，炒作者要的就
谁泄露了“李娜”
的领事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