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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城市街角的温情

今天的中国，都市天际线日渐流畅，
城市的潮汐起落已成为新的时代主题。金
融机构将流动性注入城市化的脉搏，以惊
人的速度架构起人类历史罕有的建设进
程，但却也难以避免地在效率至上的追求
中失落了威尼斯城原初的那份朴素善意。
透过落地窗凝视着繁荣升平的那一双双
骄傲的眼睛，终究难以留心在柏油路上走
过的、带着倦意却坚定的脚印。

比起交易大厅里引人注目的红与
绿，劳动者总被无意间归入稀松乏味的
日常，隐匿在不为人知的街角，但他们无
疑才是城市盛景与经济奇迹的缔造者。
现代城市中奉为圭臬的边界和分寸感，
成为人与人遮掩与拒却的最好理由。

没有任何一份付出应该被习以为
常，也不存在任何人的善意应被视作理
所应当。“劳动者港湾”所面向的，正是这
样一种城市空间所长久缺失而热切期盼
的渴求。

2018年7月，建行“劳动者港湾”启
动，1.4万个网点在全国点亮温情之光，
劳动者不再是风霜雨雪中踽踽独行的漂
泊者，而有了人间冷暖中的一个慰藉所
在。“劳动者港湾”并不大，但无一不干净
温馨，一台白色的小冰箱、用来热午饭的

微波炉、一座微微亮着指示灯的饮水机、
几张椅子伴着几条及时趁手的充电线，
旅人手捧茶杯简单寒暄，谁能说这不是
威尼斯港那条Banca长凳千年后的再现
呢？那些古老的低吟和絮语，那些抚慰远
行者、疲惫者的涛声和微醺，不正在这城
市的街角、在这小小的港湾被重新唤起？

“劳动者港湾”面向城市街角的责
任，成为井然严肃市民生活中一抹抚慰
人心的亮色，也成为城市居民集体记忆
和安全感的一份寄托。

重拾稀缺的尊重

有人说，“对基层劳动者而言，遇见
赞美、遇见捐赠都不稀奇，稀奇的是遇见
尊重。”现代社会生产的丰饶无法掩饰尊
重的稀缺，欢愉的多样不能弥补慰藉与
情意的匮乏。那些附着于物质的善意注
定轻薄，仰赖于一时兴起的施舍也终将
磨灭。

区别于传统的慈善尝试，“劳动者港
湾”的真情付出绝不限于基础的物质赠
予，更是来自公共空间的接纳和认可，是
植根于生活化场景的领会与尊重。我的
手指抚摸着笔墨锱铢，你的双足丈量着
阡陌江河，这又怎能阻止我们眉宇间那
份名为共情的凝望，怎能失落心与心之
间那声血浓于水的回响？“走过平湖烟

雨，跨过岁月山河，我们始终相信，那些
历经生活磨砺、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生
动而干净。”平等、共情与尊重正是“劳动
者港湾”对于劳动者最好的诠释和注解。

“以前也不是找不到地方打热水，但免
不了要看人家脸色，一次两次还好，多了就
不敢再去了”，长沙芙蓉区的交通协管员崔
大哥眼含笑意，“可在‘劳动者港湾’真不一
样，你能真的感觉到他们是欢迎你来，我真
正感受到自在、自由、被尊重！”

第一次站在“劳动者港湾”的门口，
负责广州起义路街区卫生的刘阿姨还十
分犹豫。虽名为“城市美容师”，但每天和
尘土废品打交道，银行真的会欢迎他们
进去喝水休憩吗？刘阿姨的踟蹰和迟疑，
在惠福西路支行工作人员的一句“您辛
苦了，进来喝口水吧”中被暖化和消融。
从最初的徘徊疑虑，到如今的习以为常，
港湾带给刘阿姨等环卫工人的不仅是喝
水歇脚的场所，更是被设定为“默认”的
接纳和尊重。

唯有重拾稀缺的尊重，港湾初心之
上的理想图景才有了丝丝入扣的机理与
生生不息的力量。一杯清茶，结一段绵延
不尽的恩缘；一次敬意与扶助，带来滋养
人心的久久回甘。久违的尊重也得以在这
份手足情深中薪火相传，港湾所在街区的
草木砖石，便浸入了故土般的亲切和鼓
舞，向来疏冷的城市也由此染上乡愁，真

正成为劳动者挚意归属的精神家园。
尊重是患难与共的基础，亦是城市

居民携手同行的前哨。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

乡。”“劳动者港湾”正是在这样的尊重、
包容和共情中，营造了守望互助、落叶归
根的乐土乡情，在平凡质朴的城市街角，
在琐碎而寻常的点点滴滴里，以丹心赤
忱的真情和善意给予城市中万家灯火焚
膏继晷、砥砺前行的力量。

无限延展的诚意

行动不应踟蹰止步，善举总有粲然
前途。这份生发于平凡烟火、激扬于港湾
实践的质朴诚意，更在基层网点的智慧
和真情中旺盛生长延展，超然于原初设
置的限制定义，铺陈出蔚为广远的图景
和深邃厚重的担当。

北京市分行在安华支行营业部等6
家网点推出“劳动者港湾+暖阳驿站”助
老服务，以老年座椅、移动填单台、血压
仪、智能放大镜等专属设施，于细节处倾
注对老年群体的关爱和尊重。

湖南省分行在桃源采菱村设立面向
留守儿童的“劳动者港湾”，开设“港湾公
益课堂”，为外出务工村民子女组织定期
文体活动，以真情关爱和科学知识充实
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在贵阳甲秀支行和遵义红花岗支
行，“劳动者港湾”化身旅游宣传大使，港
湾内陈设的特色工艺品引得游人驻足观
赏，免费取阅的地图宣传册更使外地游
客体会细腻入微的诚意和真情。

中高考期间，各地“劳动者港湾”开
展“港湾爱心助考 逐梦美好未来”活
动，港湾内应急文具与防暑用品一应俱
全，且提供临时休息、准考证打印、雨伞
出借暖心服务，以抚慰舒缓学生与家长
的紧张焦急。

基于劳动者多样化需要，“劳动者港
湾+”模式让这一份建行温度更加贴近
生活，进一步融合适老服务、公益慈善、
司法援助、党建文化、低碳环保……从此
袅袅茶香中淡然释怀的不再只是街角一
时的干涸困窘。那来自生活的无措与疲
惫，那关于人潮熙攘、人生颠沛的苦涩和
彷徨，都能在“劳动者港湾”的服务、温暖
和公益行动中得到诚挚的慰藉与助力。

而在“劳动者港湾”开展的一场场暖
心公益活动，活泛了那些淳朴的情感和
欢悦的庆贺，驱散了日常繁忙庸碌中的
空虚寥落，以切身参与和热烈感受将街
角平素的淡漠疏离融化在这片红烛锦绣
的陶然和乐里。港湾所在的一个个网点，
也即质变为城市街角的温情节点和意义
空间，锚定着光阴荏苒中流变的生命体
验，抚慰着栖遑中的万千生灵。

添枝增叶的进化

港湾在依托网点的物质网络支持
时，也引领促进着网点的探索前驱。在港
湾的助力赋能下，网点褪却严肃淡漠的
外壳，蝶变成为一片雀跃着生命力、散逸
着亲和气息的家园。那些关于僵化、疏
离、拒斥、冲突的乖张既成老气横秋的过
往，在这份温情和释然的浸润下，网点也
坚定地走向那个轻盈、欣悦、亲睦和将心
比心的未来。

“劳动者港湾”就像一颗颗善意的种
子，而今这些种子，在神州大地开遍温暖
之花。有爱心物业主动联系减免港湾所
在网点水电费，有邻近药店提出“承包”
网点医药箱内外用药品，有人将12箱矿
泉水送进港湾却不留姓名，有网点周边
饭店学着挂起“劳动者港湾”的简易“招
牌”，义务提供打热水、热饭服务，使得

“但为善举，无问西东”的风尚在社区街
角相传不绝。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多机构也纷纷
加入这项“温暖行动”，“劳动者港湾”建
设工作纳入2020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
告；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各行业大力推广

“劳动者港湾”，在中国金融工会的号召
下，阳光财险、农业发展银行河南分行、
乌鲁木齐银行、华夏银行等数十家机构
响应加入。建行与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
启动“劳动者驿站（港湾）”公益行动，在
多渠道开通“积分圆梦·劳动者驿站（港
湾）”公益捐赠平台，也召集了更多热爱
公益的有识之士献出爱心，为劳动者办
实事、送温暖。

“公其心，万善出。”“劳动者港湾”根
源于朴素的服务和关怀，也在乎弦歌不
辍的承继和共鸣。原初的星火之情在赢
粮景从的响应追随中得到延伸，港湾的
蓝色印记，由此形成一个心意传承的符
号，承载着无声的倾诉慰藉，更形成行动
上的倡议和呼唤，引领着更多诚挚与善
意，携手共筑一片河清海晏，同赴一场月
圆花好、家给人足的欢悦与丰盈。

在这样的责任感和“倾江海，赠天
下”的豪情气概中，建行“劳动者港湾”
打破了区隔城市的屏障，链接了人情与
空间，由是，我们才有机会从城市陌生
人社会那雾霭沉沉的庸常和焦虑中抽
离，放下心与心的隔阂，对劳动者们道
一声轻轻的问候：“晚来天欲雪，能饮一
杯无？”

温暖谁与共温暖谁与共 ——记建行劳动者港湾
2018 年 7 月，建行推出“劳动者港

湾”，为这个以共享助力平凡者前行的时
代填上深远而精微的一笔。在刚刚召开的
2022年全行工作会议上，田国立董事长指
出，我们打造“港湾”不出于名利，不关乎
回报，就是送出一杯水的温暖，给予一顿
饭的关怀。利己首先要利他，这是我们一
直坚守的初心，也是持续打造的价值观。
在历史和时代共鸣的交汇点上，建行立足
自身禀赋，致力于建立接地气的新金融，
为传递关怀与温暖作出一份努力。

公元15世纪的威尼斯，世界第一批
银行业务初具规模之时，还远未出现现
代网点的概念，最早的犹太银行家们肩
扛着被称为“Banca”的长凳，背着放置票
据和货币的布包，在远洋航船停泊的港
口旁，在来往如织的船主、码头工人、水
手组成的人流中，开启了一个价值千万
亿产业的滥觞。那时，曼哈顿以钢铁浇筑
骨架的银行大楼还太过遥远，从阿拉伯
摩卡城运抵的咖啡正香气氤氲，伴随着
水城粼粼的波光，和航海者的歌谣、脚夫

的烈酒一道，隐入跨越千年的烟火升腾。
如今，在城市中行色匆匆的金融从业者
是否还能忆起几个世纪前的那个午后，
一条窄窄长凳上的暖意、喧闹和欢腾？

世俗生活是人文时代的永恒底色，
简单的桌椅和素色布袋搭建起的原初汇
兑平台，充盈着对平凡的致意，亦折射出
银行业开放通达的本心。由是，金融从质
朴的泥土里生长，以纯粹而盎然的诚意，
滋养着寻常市井中的勃勃生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开放包容的共
识也更加深入人心，共享经济的星火正
引燃更大范围的商业热情，让原本咫尺
天涯的共情和善举变得触手可及。社会
演进鼓舞着每位意图行动者打破区隔、
建立链接，重拾那份面向平凡的热情与
响应。科创企业并不是这个共享时代唯
一的先行者，在万物互联互通、彼此守望
相助的当下，本就致力于汇聚与融通的
银行能否更进一步，为延续那份平凡中
的人间烟火、庇护那片街巷阡陌里的晨
钟暮鼓做得更多？

广告

3月21日，是第22个世界睡眠日，我国
的宣传主题为“健康睡眠远离慢病”。

睡不着、易醒、多梦、睡眠时间不足……
你是否也有其中一样的症状？睡觉是我们每
天必做的事情，也是正常的生理需求，人的一
生中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但
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
我国成年人失眠的发生率竟然高达38.2%，
且随着人们生活、工作和社会压力不断增大，
这一比例呈上升趋势。

睡了等于没睡的“垃圾睡眠”

“每天早晨醒来，不少人会感觉依旧昏
昏沉沉、浑身无力……这种睡了等于没睡的

‘垃圾睡眠’，比失眠更难受。作为生存的根
本，睡眠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天津大
学泰达医院副主任医师赵伟介绍，睡过头还
可能睡出高病死率，曾有日本研究调查显
示，每天睡7小时的人可以活得最久，而睡
得愈多病死率就愈高，如果每天要睡9个小
时以上的人可能身体有毛病。

“这些年来，世界各国的睡眠专家都在
寻找一种真正适合人类的睡眠规则，除了之
前荣获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生物钟的秘
密’之外，在睡眠研究这条道路上，科学家还
有许多不同的发现。比如根据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报告指出，每晚拥有8小时睡眠的人
反应最好，而如果连续2星期每晚只有6小
时睡眠，那么就等于被迫两晚‘开通宵’。”赵
伟说，研究显示，每晚6小时睡眠者以为自己
已拥有足够的睡眠，其实他们的身体功能及
认知在不自觉中每况愈下，虽然他们没有感
觉困倦，但其实功能反应会越来越差。

睡太少不益于健康，睡太多也不可以。
那么，哪些睡眠是“垃圾睡眠”？赵伟解
释，看电视、听音乐或者玩电玩的时候睡
着；强迫自己按“时间点”上床睡觉、早上
起床，而且这时间“点”总在调整；自然醒
来后，想着再“赖一下床”，强迫延长睡眠
时间；晚上不睡，白天补觉，双休日补觉；

工作压力大，晚上需加班，在高强度的工作
结束后马上入睡等。

每天睡8个小时？因人而异

“睡眠时间并非越多越好，宜适度。已有
大量研究表明，过长的睡眠会增加疾病的患
病率和病死率，尤其是对老年人群。其实，睡
眠在时间上是有一定的健康标准的。”赵伟提
醒，英国睡眠协会推荐：最佳睡眠时间1～12
个月婴儿为 14～15 小时；1～3 岁幼儿为
12～14小时；3～6岁儿童为 10～12小时；
7～12岁儿童为 10～11小时；12～18岁青
少年为8～9小时；18～65岁成人为7～9小
时；65岁以上为7～8小时。

“良好的睡眠不仅能改善记忆力、创造
力，保证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状态，还能降低
肥胖、2型糖尿病、高血压、呼吸系统疾病、心
脏病、抑郁症等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解放
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副研究员陈海旭介
绍，很多人认为每天只要保证8小时的睡眠
时间就可以了，事实并非如此。科学家通过脑
电图的不同特征，把正常的睡眠分两种状态：
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和快速眼动睡眠期，二者
以是否有眼球阵发性快速运动及不同的脑电
波特征相区别。正常的睡眠状态下，二者往
往是逐渐变化，各有所侧重，交替出现，交
替一次称为一个睡眠周期，两种循环往复，
每晚通常有4~5个睡眠周期，每个周期持
续90~110分钟。

“目前大众的睡眠问题主要表现为睡眠
时间短、入睡困难、早醒、睡眠浅、睡眠生
物钟紊乱等。”陈海旭说，《2018互联网网
民睡眠白皮书》显示，七成网民的睡眠质量
受工作压力影响。一方面，加班超时个人的
生活时间被挤压，便会选择“报复性熬夜”
影响睡眠时长；另一方面，智能手机等电子
设备的使用。中国青年网的调查也显示，
80.95%的大学生有过失眠，而熬夜玩手机
打游戏成睡眠质量差主因。在校大学生的手
机使用程度越高，睡眠质量越差，表现为主

观睡眠质量、睡眠潜伏期，以及日间功能受
到显著影响。手机依赖性使用与睡眠质量呈
正相关，也就是说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和睡前
使用手机频率越高的人群，睡眠质量越差。

“正常人如果长期出现严重的睡眠障碍
问题，位于下丘脑前部的视交叉上核分泌的
皮质醇、人生长激素释放肽、瘦素、胰岛
素、胰高血糖素等也会因此变得紊乱，可能
会增加90余种疾病的风险，比如阿兹海默
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长期睡
眠不足还会大大增加罹患冠心病和卒中的风
险，甚至过早死亡。”陈海旭解释，此外，
睡眠质量的不同对心理也有不同的影响。

仰卧、侧卧、蜷缩、俯卧，哪种睡觉
姿势最适合你？

据统计，约60%的人会习惯仰卧着睡
觉，35%的人侧卧，还有5%其他睡姿，比
如俯卧、蜷着睡等。“其实，睡觉姿势睡错
真的很伤身体。”陈海旭提示——

俯卧要不得，也就是趴着睡，对儿童来
说，趴着睡会影响面部对称和牙齿的发育。
对成年人来说，压迫身体会影响血液流动，
呼吸不自由，压迫内脏，从而导致做噩梦，
影响脸部皮肤血液循环，使面部皮肤容易老
化；趴着睡还会影响眼球、颈椎、女性乳
房、男性生殖系统、骨骼等的健康。

最好不要蜷着睡。很多人喜欢跟小婴儿
一样蜷缩着睡，这种睡姿有利于舒缓压力和
焦虑，但是，长期蜷缩着睡却是弊大于利。
长期蜷着睡，很容易导致驼背，并且会影响
呼吸通畅和血液循环，有可能会造成大脑供
氧气不足，影响身体器官的功能。此外，如
果平时有颈部酸痛的症状，这种睡姿会增加
颅底关节的压力，加剧病痛。

比较好的睡姿是侧卧，它可以让淋巴更
有效清除 β-淀粉样蛋白等，这些物质通常
是导致脑退化症及老年痴呆等的元凶。侧
卧，又分左侧卧和右侧卧。右侧卧能有效减
低血压，减缓心率，对心脏疾病患者而言是

有益的，通常适用以下人群：
一是心脏病患者。心衰患者可采用半卧

位以缓解呼吸困难，切忌俯卧和左侧卧。冠
心病、心绞痛患者宜睡 10~15 度倾斜的
床，上半身高，下半身低，使下腔静脉回流
的血液减少，有利于心脏休息。二是患食管
回流这种消化功能障碍的人。右侧卧不会压
迫肠胃等消化器官，有利于消化道内食物由
上到下顺畅运行。三是轻度打鼾的人群。右
侧卧时，双肺空气吸入量最多，能保持呼吸
顺畅，可避免气道堵塞。

左侧卧时心脏易受挤压，易增加心脏负
担，有研究发现，左侧卧的人更可能经常性
做噩梦。但左侧卧也有适用人群：一是孕
妇。左侧卧可以帮助孕妇的动脉和静脉分担
子宫的重量，保证子宫处动脉以及宝宝的血
液循环正常。孕妈可以微微向左侧倾斜15~
30度，或购买专业的孕妇枕来调整睡姿。
二是有胃灼热症状的人。左侧卧会明显减轻
病症。侧卧虽然不是最适合大多数人的睡
姿，但如果喜欢侧卧也是没问题的，一般以
右侧为宜。

提醒大家，侧卧时枕头不宜太低，要保
证头、颈与脊椎在同一水平面上，否则容易
落枕。腿部最好略微弯曲，并在两腿间夹个
小枕头，使连接腰部与腿部的肌肉得到充分
的放松。

大多数人喜欢仰卧，在仰卧的时候，身
体的器官都会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仰
卧适合颈椎病患者，对背痛也会有帮助；
仰卧时脸部不会因枕头挤压而产生皱纹，
还可以避免因汗水分泌堵塞毛孔，长出暗
疮，但要注意调节枕头保护颈椎。但仰卧
时舌头较易后垂，易张口呼吸，进而产生
口干、舌燥、咽喉疼痛和打呼噜，所以，
选择合适高度的枕头很关键，睡醒后可以
补充一下水分。

“平躺、侧卧、蜷着睡，还是仰卧，无
论哪种睡眠姿势和习惯都各有利弊，应根据
自身情况，选择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才最重
要。”陈海旭提醒。

健康睡眠远离慢病
本报记者 陈晶

15岁的小吴（化名）是一名初三的男生。还有
几个月就要中考，小吴也是自行加码，做完了学校
布置的功课后，还经常要恶补自己的弱势学科，每
天晚上都要背英语单词，戴着耳机练习英语听力。
近日，小吴晚上在家听英语听力的时候，突然感觉
到一阵耳鸣，他以为是耳机内声音刺激，赶忙摘下
了耳机，但耳鸣的症状却并未消除，忽而又觉一阵
天旋地转，他便赶紧躺到床上早早休息了。第二
天，小吴开始并不在意，但这种感觉又始终挥散不
去，还出现了恶心呕吐的情况，便赶紧告知父母，
被送往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耳鼻喉科就诊。
经检查，医生诊断其为突发性耳聋。

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陈伟介绍，突发性耳聋是一
种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神经性听力损伤，常表现
为单侧听力下降，可伴有耳鸣、耳堵塞感、头晕、
恶心、呕吐等症状。感染、精神、心理因素等都是
常见的引起突发性耳聋的因素，对于发病的年轻人
来讲，一般就是经常熬夜、长期疲劳、工作和学习
压力大，再加上一些外界的刺激，例如长期的噪声
环境、戴耳机音量过大对耳神经造成损伤，就很容
易诱发。

“现在突发性耳聋的患者呈上升趋势，而且越来
越年轻。特别是在生活学习压力繁重、过度劳累的
情况下，更易诱发‘突聋’，主要是内耳血管痉
挛、阻碍，引起的缺血障碍，使得感觉声音的器官
供氧不足，从而影响听力。”陈伟说，由于我们平
时是双耳聆听，而突发性耳聋多以单侧听力下降发
病，所以很容易被忽视而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突发
性耳聋发病72小时是救治的黄金期，越早治疗听力
恢复的可能性越大。如果不尽早治疗，拖延一周以
上轻则听力受损，重则永久失聪。

陈伟建议，在日常生活中，大家要树立科学安
全用耳的意识，保护听力，提前预防，年轻人听力
受损主要与不良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约一半以上
听力损伤是可以避免的。平时避免长时间戴耳机，
每次连续听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
音量的60%；最好用头戴式耳机，比耳塞耳机的损
伤小。工作繁忙不可避免，年轻人要学会劳逸结
合，避免熬夜劳累。患有感冒、鼻炎等疾病的患
者，最好不要潜水和坐飞机，以免造成中耳炎；不
要以为中耳炎只是小病就不用管，拖久了也会引起
耳聋。此外，不要频繁掏耳朵，以免鼓膜破损穿
孔。平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低盐饮食保证睡
眠，注意安全用耳，保护听力。如果突然出现了眩
晕、耳鸣、耳闷等症状时，要引起重视，及时到医
院检查听力，以免造成不可逆的听力损伤。

（刘姗姗 简杰）

这些坏习惯
恐让听力早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