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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禁止游客在公园内高声唱歌 武汉关闭地铁自动广播及鸣笛 西宁多条道路禁止汽车鸣笛

高考季 全国开启静音模式
每年高考季，总能看到“宾
馆 房 价 翻 数 倍 ”、“防 噪 音 ，全 城
禁 止 施 工 ” 等 新 闻 …… 《 法 制 晚
报 》记 者 梳 理 发 现 ，为 了 迎 接 高

考 ， 全 国 31 个 省 会 城 市 和 直 辖
市今年均发布类似“禁噪令”的
规定， 还有部分城市启动了为
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

大部分城市均有禁噪行动
每年高考， 各地政府纷纷出
招。《法制晚报》记者梳理发现，全
国 31 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均有
类似“禁噪令”等规定，还有部分
城市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
治行动。
西安、太原、宁夏等地均启动
了环境噪声污染专项整治， 整治
持续至 6 月底中考结束。 法晚记
者从银川市环保局获悉， 宁夏开
展“绿色护考”行动将严控噪声，
在中高考前 15 日禁止建筑施工。
“环保部门对噪声扰民行为

实行 24 小时监管，一旦接到群众
投诉电话， 执法人员会以最快速
度赶到现场处理。 ”银川市环境监
察大队王队长介绍。
今年武汉市还首次将油漆、
垃圾恶臭等异味， 列为中高考时
段环境监管重点之一。 除此之外，
还采取了地铁列车限速、 关闭车
站自动广播、 取消进站及发车鸣
笛等一系列减振降噪措施。
西宁市也展开了全城“禁噪
护考”行动，并规定多条道路禁鸣
笛，违者罚款 200 元。

6 月 2 日，高考中考到来之际，安徽淮南市相关部门在娱乐场所显要位置张贴 2016 年高考、中考
供图 / 视觉中国
期间娱乐场所管理规定，控制娱乐场所经营时间、音响音量，设立举报电话

成都广场舞大妈“
放暑假”
四川成都的人民公园平日里
人来人往， 却在 6 月 1 日这一天
变得很清静， 就连最热闹的广场
舞大妈们都不见了踪迹。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在公
园前后门，都贴着一张“禁噪”通
知：“为给今年参加高、 中考的学
子营造良好的考前复习和考试环
境，公园在 2016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14 日期间， 禁止音响设备入
园， 市民和游客请勿在园内高声
唱歌。 ”
原来在前一天， 成都市发布
关于高考期间禁止影响考生的噪
声污染的公告。《公告》规定，6 月
1 日—6 月 14 日期间，禁止产生
噪声、影响考生的学习和休息。禁

止餐饮业及文化娱乐场所噪声干
扰学生学习。 在居民较为集中的
地带和学校附近， 须停止产生噪
声的营业活动。 防止露天娱乐场
所、室内娱乐、集市及室内外装修
等活动的噪声干扰学生学习和影
响学生休息。
禁止在城市区域内使用高音
广播喇叭或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
的方式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严格控
制城市区域内机动车辆喇叭噪声。
所以，在公告实施的第一天，
广场舞大妈不得不选择放假。 平
时常来公园跳舞的一位大妈，对
于禁噪令，她表示能够理解。“娃
娃压力大，不给他们考试添乱。 就
当我们也放半个月暑假嘛。 ”

考点附近酒店一房难求
此外，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内，
酒店涨价似乎已成为近些年的 常
态，多数人也习以为常。 考生们忙着
考试，家长们则在为后勤保障奔走。
为了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复习备考环
境， 很多家长从一个月前就预订了
考场附近的酒店。
6 月 2 日晚， 法晚记者登录某
全国经济型连锁酒店网站， 发现房
价均有所上涨。 以哈尔滨为例，平时

均价为 120 元 / 间的标准间， 高考
期间涨到了 300 元 / 间， 且部分宾
馆房间已全部订完。
随后， 法晚记者拨打了该酒店
的客服电话。 工作人员表示，该酒店
的高考房在一周前就开始接受预订
了，现在已经很难订到空房。 此外，
如果是网络预订，在预订成功后，还
需要预留押金， 否则该订单将自动
取消。

另外， 公寓式酒店和日租房公
寓房间内有电磁炉、油烟机、洗衣机
和冰箱， 考生家长可以带着锅碗瓢
盆和食材来给考生做饭， 还可以给
考生洗衣服， 所以备受考生家长的
青睐。
根据某旅游网站订房信息显
示， 高考期间多地公寓式酒店已经
一房难求， 部分酒店的房费上涨了
一倍多。

声音 市民：噪音治理 希望天天是高考
京、沈开始流行
“高考保姆”
高考前的这段时间， 也是考
生家长最费钱的时候。 近期,北
京、 沈阳等部分城市开始流行请
“高考保姆”。“高考保姆”主要就
是陪着考生复习功课， 并提供洗
衣服、做饭等服务。 以沈阳为例，
高 考 保 姆 每 天 的 费 用 达 到 300
元。 如果有营养师证和心理咨询
师证的，费用能达到 400 元以上。
沈阳一位考生家长解释，其
实“高考保姆”，也就是大学生，不
仅有考试经验， 还和孩子有共同
语言。 学生们在考前基本会放几
天假， 家长又无法辅导学习，有
“高考保姆”陪着就可以解决这一

问题，还能舒缓压力。
法晚记者注意到， 北京某家
政服务公司今年也推出了“高考
保姆”服务。
此项服务在社会上也引起了
不同的反响， 很多家长认为高考
对于孩子的未来非常关键， 需要
找专业人士来照料， 虽说价格不
低，但也就几天而已，相比让孩子
用最好的状态参加考试， 还是很
值得的。
如果再加上往年常见的保健
品、高考房等传统“高考项目”，一
名高考考生的花费大约需要两三
千元，甚至更多。

对于各地的禁噪行动， 有市民
表示“希望天天都是高考！ ”
受访市民表示，一年中仅能在高
考期间清静几天，高考过后，噪音
重返又会继续“扰人清梦”。 市民认
为，日常生活中不注重噪音污染的

管控，仅仅局限于中、高考期间，实
在是有点形式主义。 还是希望有关
部门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噪音
污染的管控。
对于市民的这种声音，21 世纪
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法晚

记者采访时表示赞同。
“很多政府部门、社会机构甚至
家庭都喜欢在高考期间通过一些特
殊做法，体现对考生们的关爱。 ”熊
丙奇说，相比之下，高考期间，我们
保持平常心态才是最好的。

专家：高考解压 社会需要平常心
熊丙奇表示，在非高考期间，汽
车经过学校附近， 以及学校周围的
商家营业等等也并没有影响到学校
教学活动，对比来看，现在采用的封
路等措施实际上比较过度。
此外，每年的研究生考试、公务
员考试， 也没有采取类似这样的方
式，只有高考期间会出现这些情形，

“从表面上看这些行动是‘绿色高
考’，但是实际上这些过度反应本身
已成为了某种‘高考噪音’，建议考
生屏蔽一切类似信息。 ”熊丙奇说。
从本质上讲，高考经济衍生出的
类似
“
高考保姆”等也是如此。 家长们
对孩子那种无微不至的特殊关注，从
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考生们的心情。

还有专家指出， 要在高考中取
得优异成绩， 既要靠平时扎实的学
习，也要靠良好的精神状态，最重要
的就是一颗平常心。 除了考生和家
长， 整个社会也应该用一颗平常心
面对高考。 这种草木皆兵般的“重
视”， 可能反倒给孩子增加心理压
本版文 / 记者 张莹
力。

移动上网流量的随时储蓄、提取和
转赠等流通服务，充分盘活流量资
源。 此外，业内首张具有深度定制
功能的信用卡——
—浦发银行“梦
卡”， 被不少专家认为是具有业界
标杆意义的革命性产品。
业内人士指出，“梦享贷”很可
能将是浦发信用卡继“梦卡”之后
的又一经典之作，它不仅敏锐地挖
掘了新兴消费需求，填补了诸多细
分市场空白，还通过创新性的消费
金融解决方案有效缓解了城市中
产阶级人群的消费矛盾。

“尽管去年居民收入增长跑赢
GDP 超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但同期
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却明显低
于市场期， 这表明收入增长的同
时，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却
在减弱”，上述分析人士表示。 在他
看来，如何通过消费金融产品的创
新来解决这一矛盾，既是各大金融
机构的社会责任，更是未来消费金
融业务极具潜力的一个增长点，浦
发银行信用卡这方面的努力为当
下消费金融创新供了一个具有探
文 / 尚强
索意义的范本。

消费金融创新范本：浦发信用卡推出
“梦享贷”
国家统计部门近期发布的
2015 年各行业平均工资统计数据
再度引发了人们对收入问题的广泛
讨论，尽管 7.4%的居民收入增长率
跑赢了 GDP，但由于各主要城市房
价的快速飙升以及物价的上涨，城
市居民尤其是尚处奋斗中的年轻一
族的生活压力较大。针对于此，浦发
银行信用卡近期推出创新金融解决
方案——
—
“梦享贷”系列产品，以满
足新消费背景下的差异化需求。
据悉，“梦享贷”旗下包括九款
现金分期产品，把消费者的多元化

需求进行场景式分解，深度融合并
嵌入新时代背景下用户的金融需
求。 例如“二宝贷”专为二胎政策放
开之后的年轻父母设计、“健康贷”
则考虑到了在外工作无瑕照顾父
母但又想尽孝的年轻人群，而“环
保贷”则适用于身体力行践行环保
理念的环保达人。“梦享贷”不仅覆
盖场景全面， 申请模式也别出心
裁。 客户除了需要具有稳定收入以
外，可以根据各场景提供相应的补
充材料，省去了传统信贷产品复杂
的申请流程。 例如“环保贷”的申请

者晒出平日使用的电子计步设备
即可作为用途证明， 而有意申请
“网购金” 的消费者凭网购记录即
可帮助申请。
在分析人士看来，“梦享贷”方
便快捷的办理模式，体现了浦发信
用卡一贯以来开放、创新的产品设
计思维。 近年来，浦发信用卡加大
产品与服务创新力度，以开放的思
维打造产品、营销、服务的创新生
态圈，实现了客户消费金融新需求
与互联网消费模式的巧妙融合。 以
手机流量银行为例，该业务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