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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连城

床垫柔软厚实，卧室温馨整洁，耳畔响起

舒缓柔和的催眠曲，身上盖着软软的夏凉被，

午睡室内响起均匀的呼吸声，孩子们或躺或

卧，不到十分钟全都酣然入眠……为改善孩

子们午休状态，提高睡眠质量，日前，郑州市

郑东新区龙华小学、龙源小学、众意路小学等

6 所 小 学 在 全 市 率 先“ 试 水 ”校 园 午 休 改

革，让孩子们从“趴着睡”改为“躺着睡”，得

到网友们一致点赞。

习近平总书记曾动情地说：“孩子们成长

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党和政府要始

终关心各族少年儿童，努力为他们学习成长

创造更好的条件。”前不久，教育部发文明确

学生睡眠时间要求，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

达到 10 小时。这表明，保证孩子的睡眠时长

和睡眠质量，是教育管理精细化的应有之义。

小小的午休改革，为何能“一石激起千层

浪”？这与 80后、90后的集体记忆有关。对于

河南学子而言，午休多是痛苦的回忆；从记忆

里打捞出的片段，都离不开生硬的板凳、酸麻

的手臂和聒噪的蝉鸣。笔者高三那年，学校

统一要求中午不得回宿舍，休息、学习都在教

室。于是午饭之后，全班人都只能趴在课桌

上打盹儿，直到被一阵刺耳的蝉鸣声惊醒，揉

揉惺忪的睡眼，抬头便是悬挂在黑板上的励

志标语——怕吃苦，吃一辈子苦；不怕吃苦，

吃半辈子苦。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久而久之，我们心中

甚至滋生出一种近乎崇高的献祭感，有人自我

感动，有人涕泗横流，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天将

降大任于斯人”前的必要程序，自己正为“头悬

梁、锥刺股”的故事续写新篇。

事实上，“趴睡”会导致睡眠不足，这并非

历练，更像自虐。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

（2019—2020）》显示，95.5%的小学生、90.8%的

初中生和 84.1%的高中生的睡眠时长未达标，

青少年睡眠不足现象日趋严重。有医学研究

认为，睡眠不足不仅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影

响学习成绩，而且会诱发情绪起伏、冲动和暴

躁等失控行为，甚至会导致焦虑、抑郁症状，

损害身体健康。

如今，郑州一些小学变趴着睡为躺着睡

的午休改革，不仅是太暖，更给同行“打了个

样”。它的意义在于，既针对痛点问题做了有

益探索，又重新唤起了教育工作者创造条件、

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对于部分非寄宿制

中小学而言，房间不够多、管理难度大看似是

午休改革的“拦路虎”，其实是纸老虎。如今，

面对教育主管部门的三令五申和先进同行的

现成经验，自己肯定不好意思再高喊“锻炼意

志、磨砺品格”的口号，而是行动起来给孩子

们一个高质量的睡眠。6

□潘铎印

5 月 18 日是第 45 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

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

塑”。博物馆行业因新冠肺炎疫情经历了巨大

冲击，这也促使其以新方案、新模式来适应人们

急剧改变的生活方式，破题未来发展。

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下，居民文化消费提高，

文创产品得到极大发展，给博物馆带来更多经

济收益，给居民带来更高文化享受，同时博物馆

和旅游结合更加紧密，文化旅游、休闲观光成为

热点。目前，无论是历史文化资源，还是既有的

博物馆数量，中国均处于世界前列。国家文物

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年底，全国已备

案博物馆达 5535 家。博物馆数量增多以及国家

鼓励博物馆免费开放，对我国博物馆参观人数

的提升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2019 年我国博物

馆参观量已达 12.27亿人次。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去年全国博物馆系

统推出 2000 多个线上展览，总浏览量超过 50 亿

人次。由此可见，发展博物馆经济，我们不缺乏

资源；大量参观人数和海量线上浏览量，说明民

众并不缺乏对博物馆、文物的兴趣。如何让文

物资源活起来，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到公众

面前，考验着博物馆的创新和服务能力。过去

的一年，博物馆业最热门的模式是“云上”看

展。大量的博物馆项目转战线上，闭馆不闭展，

一件件凝固了人类文明之光的稀世珍宝，借助

互联网和新技术生动起来，以高水平的交互设

计破解了传统布展的局限，以更清晰的方式给

人耳目一新的体验。科技进步带来的创新体

验，解了博物馆的燃眉之急，也加大了博物馆对

数字化的依赖。

必须看到，与其他领域承载的社会价值不

同的是，博物馆数字化应用不能只考虑到新技

术的赋能，还需要上升到更有人情味、更加感性

的文化层面，做好博物馆文化这篇大文章。国

家与地方博物馆应大力挖掘藏品内涵，打造博

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品牌，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为

丰富、适销对路的文化创意产品和优质服务。

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在陈列展览、教育项

目、文化创意等方面，实现从“数量增长”走向

“质量提升”的转变，为大众提供更为多元、高品

质的精神食粮。推动“文化+科技”发展，增加文

化内涵和科技含量，让文物活起来，让公众有更

多的文化获得感。

博物馆不仅是历史文化记忆的宝库，也是

人们借以认识过去、把握今天、探索未来的场

所，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正扮演着日益

重要的角色。让博物馆的文化更具“颜值”，努

力实现文物的延年益寿和世代传承，文化遗产

将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6

错峰“共享停车”当推广小学生学校午休不再趴着睡，太暖

做好博物馆文化这篇大文章

保证孩子的睡眠时长和睡眠质
量，是教育管理精细化的应有
之义。

通过前期市场调研等工作，结合场区实际情

况，杭州公交集团将陆续向市民开放公交停车场，

用来缓解周边写字楼上班族、亲属探亲、路面违停

等车辆停车需求，盘活存量停车位资源，期望能够

实现错峰停车。（据5月17日华声在线）
如今大部分家庭都有私家车，开车上班、办事

是生活常态。各大城市常常“车满为患”，停车难

让有车族苦不堪言。杭州公交集团针对自有停车

场日间空余车位多的特点，推出错峰“共享停车”

举措，将有效纾解市民停车难问题，是一个值得推

广的好办法。

公交自有停车场，主要是公交车停运期间的

停车场所。在白天运营时间段，停车场里空荡荡，

几乎没有公交车停放。杭州公交集团推出错峰

“共享停车”，公交停车场的对外开放时间为每天上

午 8点到下午 5点。也就是说，在公交车白天营运

的这段时间，私家车可以利用这个“空闲期”，进入

公交停车场停车。如此一来，既实现了资源共享，

又缓解了市民的停车难问题，可谓双赢之举。

许多机关、事业等单位配套的停车场，车位都

比较充足，在非工作时间和双休日、节假日，许多

停车位空闲，造成停车位资源浪费。如果这些停

车场也像杭州公交集团一样，采取错峰“共享停

车”，让“位”于市民，既能极大缓解市民的停车难

问题，又能减少停车位资源闲置浪费现象，好处多

多。2 （丁家发）

今年以来，在广东省遂溪县人大“时间表+责

任人”的督办下，该县各级政府部门不敢推不敢

拖，用心用情用力积极推动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

效。截至目前，遂溪县人大代表督办的 10 件民生

实事中，已有 3 件基本完成，3 件进展较快，4 件进

展相对缓慢。项目建设进度缓慢的责任单位负责

人坦言，挨批评不好受，接下来将全力推动项目加

快建设，一定要对标对表完成项目建设。（据5月
17日《湛江日报》）

保障和改善民生，事关民众福祉。近年来，

各地办好民生实事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广大群

众不断受益，政府部门赢得广泛好评。然而，有

少数地方虽然作出过政府部门为民办实事的承

诺，却未抓好落实，有的一拖再拖，不能如期完成；

有的没有下文，最终不了了之，不仅群众颇有怨

言，也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遂溪县人大督办落实民生实事有“时间表”和

“责任人”，值得推广。改善民生、为民办实事离不

开政府效率，需要一个倒计时的时间表。这样既

让政府增加责任感，也有利于百姓监督，从而把民

生实事落到实处，办到群众的心坎上，让百姓尽早

受益。6 （沈峰）

民生实事需要倒计时

据新华社报道，银保监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自2021年 6月 1日起，在浙江省（含
宁波市）和重庆市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期限暂定一年。银保监会有关部
门负责人表示，此举有利于丰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产品供给，巩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
保险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养老保障需求。6 图/朱慧卿

（上接第一版）
“这是目前全省生产工艺、环保标

准最好的现代化砖厂。”厂长梁顺辉
说，投入 1600多万元，历时近两年完
成砖厂改造提升后，可年产1.2亿块标
准砖，不仅供应周边建筑市场，还销售
到邻近的安徽、湖北等地。

“你看看，双碱法脱硫塔、全封闭
物料输送系统、湿式静电除尘器、窑
车清扫吸尘器、原料车间布袋吸尘器、
仓库自动喷淋系统、车辆自动喷淋清
洗机，先进环保设备一应俱全，县里在
线实时监控大气排放数据呢。”梁顺辉
说。

据信阳市环境攻坚办大气污染
防治组组长、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
科科长吴本龙介绍，信阳保持企业排
放污染治理高压不放松，积极推进产
业结构优化调整，先后拆除 34 家落
后工艺装备的砖瓦轮窑生产线，累计
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1224家、搬迁
整合49家、升级改造 1258家，将覆盖
全市的 99家重点涉气污染源监控企
业的 133个空气排放口，全部纳入在
线监控。

控排不松懈，治尘全覆盖。来到
新县九龙商砼公司，门口立着“信阳市
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公
示牌”，用手机一扫二维码，企业大气
污染防治基本信息一目了然。走进花
园式的院落，花开正艳，冲洗干净的罐
车整齐停放。物料和生产车间不仅实
现了全封闭，更装有自动雾化喷淋设
备，以往乌烟瘴气的混凝土生产，完全
被全流程自动化无尘生产工艺所替
代。像这样的现代化商砼公司，新县
有5家。

距九龙商砼不到 5公里的新县兰
河花园文旅综合体项目工地上，装有
自动雾化喷淋设备的绿色围栏，将正
在施工的项目工地围得密不透风，已
经完工和正在施工的楼宇，都被绿色
防尘网围得严严实实。我们到时，虽
是阴雨天，硬化过的施工道路上，没有
一处泥痕。

河南百泰置业项目负责人王善琴
坦言，从去年 11月开工至今，他们严
格落实建筑工地“六个 100%”和“两

禁止”，确保不从工地带出一块泥土，
工地内不起一粒扬尘。

无独有偶，在商城县商务中心区
春风十里·晓园建筑工地上，高耸的 7
台塔吊上，自动喷淋设备似空中挥洒
甘霖的如椽巨手，不让一丝扬尘随风
逃脱。5名工地保洁员相互配合，开
着 3台洒水清扫车，在施工道路上往
来穿梭，所到之处，一尘不染。

“裸土覆盖、场地绿化、雾炮降尘、
车辆冲洗、塔吊喷雾降尘、扬尘动态监
测……”说起工地扬尘治理措施，商城
县中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森如数家珍。

据商城县住建局扬尘污染防控办
主任张军介绍，全县 47个在建工地，
全部严格落实“六个 100%”“两禁止”
和“一达标”，而且正推动逐步实现“九
个 100%”，即扬尘治理方案编制率
100%，工地四周连续围挡率 100%，
出入口车辆冲洗设备设施设置率
100%，施工主要道路硬化率 100%，
工地堆土绿化覆盖率 100%，密闭化
运输 100%，抑尘措施 100%，禁止建
筑垃圾场内焚烧 100%，视频监控率
100%。

治污清源碧水现

淮河横贯信阳全境，境内河流纵
横交错，全市已建成大中小型水库
1116 座，占全省水库的三分之一还
多。打造“千湖之市、生态水城”，信阳
得天独厚。然而守护好千弘碧水，却
并非易事。

2019年 4月，省环境污染防治攻
坚办召开突出问题交办督办会，通报
信阳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恶化，全省排
名倒数第一。

一记当头棒喝，让信阳痛定思
痛。之后迅速掀起水污染防治攻坚大
排查大整治大提升，分阶段分系统推
进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保护，全面提
升水环境质量，坚决打好打赢碧水保
卫战。

污染在水里，根子却在岸上。信
阳全面排查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自
然保护区、城市建成区、产业集聚区及
工矿企业入河排污口，建立“一口一

策”信息台账，通过“查、测、溯、治”，精
心组织、精准施治，优先整治污染负荷
较重、排污量较大的入河排污口。截
至 2020年 11月底，全市 27个入河排
污口全部完成整治；12月，中心城区
62处黑臭水体全部达到“长制久清”。

城市污水处理到位，乡村污水排
放又如何呢？在潢川县谈店乡牌坊村
小新庄泥河畔，一望无垠的田野中，白
色的智能一体化污水净化设备非常醒
目。为了不让周边乡村污水入河，仅在
泥河上就装有7台这种污水净化设备。

为解决乡镇分散性生活污水治理
难题，2019 年 9 月，潢川县耗资 6.36
亿元，招引高科技环保企业攻关乡镇
污水处理工程项目，新建19个乡镇污
水处理厂(站)，整体提升淮河流域水生
态环境质量。

在商城县汪岗镇街道西北的郑家
河畔，整治绿化过的健身步道沿河铺
设，道旁一口大塘清水盈盈，四周桃花
红、菜花黄、麦苗青。若不是镇党委书
记梅德峰介绍，根本想不到这里是汇
集处理街道 3000多人生活污水的曝
气氧化塘。

该县聘请中国环境科学院教授对
农村污水处理情况全面调研，结合实
际提出科学治理方案。全县首批修建
曝气生态氧化塘11口，集中收集污水

通过微生物分解净化，实现达标排放。
顺河而下，就是被誉为商城、固始

两县“大水缸”的鲇鱼山水库。环库而
行，青山拥绿水，碧波映蓝天，宛若仙
境游。往日繁华热闹的大坝码头，变
成了湖边花园，6家日日宾客满座的
农家餐馆和 17户居民已经全部搬迁
完毕。在此远远望去，“引鲇入固”和
商城县自来水公司取水泵管如长虹卧
波，将清泉送入千家万户。

商城县坚持“大河污染小河治、水
中污染岸上治、断面污染原位治”，重
拳出击消除污染源头，先后拆除取缔
水源保护区和灌河沿岸养殖场 5个、
违规建筑设施 3处、商砼站 4个，取缔
搬迁和改造提升加工厂 10个。县乡
两级财政共投入 3亿多元，新修建城
区、产业集聚区和灌河沿岸污水管网
上百公里，新建污水处理厂3座，日处
理污水近10万吨。

信阳市环境攻坚办水污染防治组
副组长周国宏表示，信阳为全市 199
个“千吨万人”饮用水源地都划定了保
护区，在 139 个乡镇建设 397 个农村
饮用水卫生监测点，保证全市群众喝
上“放心水”。

2020 年，信阳市 12 个国省控水
质断面全部达标，其中 5个断面水质
达到Ⅱ类，过去频繁超标的灌河马罡

断面，连续20个月水质达到Ⅲ类及以
上标准；2019年两次劣Ⅴ类超标的鲇
鱼山水库大坝北断面，连续15个月水
质达到Ⅱ类及以上标准。

4月 8日，今年 3月份国控地表水
目标责任断面数据公布，信阳“十四五”
16个国控断面全部达标，其中1 个Ⅰ
类水质，6 个Ⅱ类水质，9 个Ⅲ类水
质。信阳市政府副秘书长胡正友表
示：各县区正加压奋进，确保“十四五”
期间各国省控断面水质持续向好，稳
定达标。

联防联控美景添

5月 6日，信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发布今年五一小长假旅游成绩单：1
日至 5日，信阳接待游客 538.07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8.96亿元。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
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
生。”信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松
涛直言，生态资源禀赋优异的信阳，端
上了“生态碗”，吃上了“绿色饭”，尝到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甜头。

“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必须树立大
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守护好信阳这
片青山绿水，就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啊！”蔡松
涛感慨地说。

在信阳，污染防治攻坚战由书记、
市长挂帅坐镇，市委常委会定期听取
汇报，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市政府常务
会议和市长周例会将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列为常设议题，每次必听、每次必
讲；从上到下建立了三级包保责任制，
各辖区、各部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形
成了全市上下齐抓共管的大环保格局。

信阳有过年上坟、元宵节送灯的
习俗，烧纸放炮的旧习根深蒂固。为
了将全境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落
到实处，信阳全市总动员，公安、应急
管理、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市场监管
等各部门通力合作，乡村干部坚守一
线，加强检查巡逻，教育劝阻群众，查
缴烟花爆竹，取得良好成效。

禁燃禁放、燃煤禁烧、清洁取暖、
农村改厕和生活污水处理，这一桩桩

一件件都需要联防联控，全民参与。
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就显
得尤为重要。

3月 19日傍晚，家住新县县城长
潭二街 69号的姜全英老人打开光电
电磁炉，开始准备晚饭。2019年秋，
新县购买了 200台这种清洁炉具，赠
送给原本使用薪柴炉和燃煤炉的困难
家庭，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之后，新县严格落实经营性燃煤
和禁燃区居民生活用煤“双清零”要
求，禁燃区内收缴住宅小区和单位家
属楼（院）居民炉具3841具，禁燃区外
乡镇也积极开展城乡接合部、乡镇集
市街道及农村地区的燃煤锅炉、燃煤
大灶、经营性小煤炉的拆改检查，引导
居民使用清洁能源替代散煤和薪柴。

如今，信阳已完成清洁取暖“双替
代”改造20558户，城市建成区内燃煤
热风炉、燃煤导热油炉全部拆除或改
用清洁能源。

村前 3口大塘连珠、百亩梯田成
片，村头广场花园点缀、2 座公厕解
忧，村中房舍俨然、白墙黛瓦相衬，四
周青山相合、茶园叠翠……只一眼，你
就会喜欢上商城县余集镇西湾村西湾
村民组。

“这里户户改厕装上了三格式化
粪池，新建房还实现了雨污分离，生活
污水通过坑塘、稻田、湿地生态化处
理，实现自然净化排放。家家争创星
级卫生文明户，人人争当爱美好村民，
我们村还是县里首批美丽乡村建设
示范村呢。”村党支部书记张德良自
豪地说。

在信阳，像西湾村这样的美丽乡
村，如明珠般洒满大别长淮。

“以生态示范创建统筹区域生态
保护与发展的理念，在信阳深入人
心。新县成为全省仅有的两个‘双创’
成功的县区之一，光山县成功创建全
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全市已有 1个国家级生态县、2
个省级生态县，22 个国家级生态乡
镇、95个省级生态乡镇，246个省级生
态村。”信阳市环境攻坚办主任、市生
态环境局局长胡培刚坚定地说，“守护
好信阳的碧水蓝天，我们充满信心。”

天蓝水碧美信阳 如椽巨笔咋描绘

天蓝水净信阳美（刘宏冰 摄于商城县里罗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