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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元鹏

中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出台实
施，进一步提振了市场信心，进一步优化
了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感受明显，对中国
宏观经济政策满意度越来越高。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 冯耀祥

我国数字经济加速转向深化应用、
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从产业数
字化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数字化
转型还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会在未来的
十年、二十年中面临更为全面和深刻的
全球数字化转型，这也会构成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主要方向。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 余晓
晖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我国至少有
10%的人口携带乙型肝炎病毒。几十年
来，我国持续推进肝炎防治，在乙肝免疫
接种、阻断乙肝病毒传播方面成效明显，
避免 2800 万人成为乙肝病毒的慢性感
染者，也减少了因携带病毒而发展为肝
硬化或肝癌的风险。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理事长
王宇

要积极拓展“司机之家”、户外劳动
者服务站点、工会帮扶（服务）中心等服
务设施功能，为高温天气户外作业职工
避暑休息提供便利，帮助解决户外劳动
者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等难题，改善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的工作休息条件。

——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
作部部长 王晓峰

7 月 28 日，宁波新版“积水地图”正式
入驻甬派手机软件，向广大市民提供常态
化城区积水实时查询服务。该地图由宁波
市水利局和宁波市大数据局联合发布，多
家公司提供技术和服务。在地图上，可以查
询到全市范围内230个积水监测点位，包含
170个低洼路段和60个下穿立交。

（据《宁波日报》）

本次上线的宁波“积水地图”2.0 版有 3
个新变化。第一，内容全新改版。以 5 年、10
年、20 年一遇的洪涝淹没范围图为基础，向
公众直观展示可能发生的内涝风险区域分
布情况。第二，应用全新升级。宁波“积水地
图”在浙江省首次将实时积水数据和地图
导航相结合，为市民在雨天安全出行提供
了可靠的指引。第三，信息实时更新。首批
上线的积水监测点，实时显示城区低洼路
段、下穿立交等区域的积水信息，方便公众
第一时间查询。

可以说，宁波的“积水地图”通过科技
力量的介入有了“导航”属性，老百姓更感
贴心。

为了确保雨季出行的安全，各地都推

出了“积水地图”。“积水地图”是一种为民
服务的载体，也是规避风险的措施。但是，
不少地方的“积水地图”都是“老版的”。所
谓“老版的”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

“积水地点”是陈旧的。对城市积水地点的
提醒和标识是许多年前的，现在有的积水
点存在，有的已经没有了，有的地方出现了
新的积水点却没有及时添加进去。另一种
情况是，从技术层面来说是“老旧的地图”，
是传统的“纸质版”，不具有“汽车导航”功
能，而是依靠人们自己选择应对措施来规
避风险。

“积水地图”实时更新，需要借助现代
科技，通过卫星监控，实现大数据的介入，
这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同时，让“积水地图”
与汽车导航系统对接，将实时更新的数据
第一时间传递给开车出行的驾驶员，为其
提供应对积水情况的导航服务，让其能够
更好规避风险，这也需要投入。不过，从城
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看，这样的投入是
值得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投入换来了民
心，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意
义巨大。

期待更多城市效仿宁波的做法，让手
机上的“积水地图”也可以实时更新，助力
广大市民在这个夏季出行更顺畅。

实时更新的“积水地图”更贴心

线上预约缴费、最快一分钟响应、地铁
站往返。北京市天通苑区域 7 月 29 日起新
开首批“巡游定制公交”，短途接驳北京地
铁 5 号线，方便周边社区居民出行。当天早
8 时，在北京市天通北苑三区南门公交站，
居民陆续抵达，等候乘坐公交出行。除了常
规的公交线路车辆，每隔几分钟就会出现
一辆通身红色的“巡游定制公交”。这种新
能源小巴已成为居民换乘地铁、短途出行
的首选。

（据《北京青年报》）

“定制公交”，也称商务班车，是公交公
司根据实际需求和客流情况，为相同出行
地点、出行时间和目的地等出行需求人群
量身定制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与常
规公交相比，有着站点首发、目的地直达等

优点。
目前，国内已有青岛、哈尔滨、济南等

多个城市推出了定制公交班车。
在讲究效率、追求精准的现代社会，

“定制公交”能实现市民出行需求和公共服
务供给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是公益与
市场的二元合力。它把那些不得不开私家
车的市民，重新拉回到人性化的公共服务
中来；让更多奔波在转车与等车路上的市
民，少了些风吹日晒的辛苦。与普通公交相
比，定制公交班车点对点通行、遇到堵车可
以灵活调整行车线路，如此节省出行时间
的个性化服务自然让乘客享有更好的体
验。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定制公交”未来
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

其中的关键点在于，是走市场化的道
路还是在政府引导下走公益性的道路。如
果政府对其运营亏损进行补贴，则意味着
将公共财政资源用于补贴一小部分特定人

群。而如果“定制公交”通过高票价的市场
化运营实现盈利，产生的利润能否用来补
贴普通公交同样是个问题。

应该说，“定制公交”在公益和效益间
如何权衡至关重要。笔者以为，政府部门和
运营单位应把“定制公交”作为一项缓解交
通拥堵、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的民生之举，更
多考虑其公益性。

政府部门不妨参考一些大单位、大企
业“商务包车”模式，试点由企业、单位、政
府和个人合理分担运营成本，从中找到盈
亏平衡点。

一个好的公共服务政策，要在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统筹兼顾，如果只以营
利为目的，则很有可能走不远。虽然“定制
公交”实现了线路的私人定制，但其本质还
是姓“公”。因此，我们在“点赞”定制公交班
车差异化服务的同时，也期待它坚守公共
服务的本质属性。

“定制公交”讲效益更要讲公益
□吴学安

迟末迟末 作作

迟末迟末 作作

“免费吃饭！如果您在兴隆湖没有收入，
遇到困难，你可来到小店，告诉服务员来份
单人套餐拌饭。吃完直接走，不必客气！”近
日，在四川天府新区一家餐馆门口，张贴着
这样一张暖心告示，引来众多网友点赞。

（据《成都商报》）

这家餐厅的老板为了帮助有困难的人，
特意在店门口张贴了一张“免费吃饭”的告
示，无疑让那些有困难的人顿时有一种“暖

胃又暖心”的感觉。
出门在外，谁都无法保证不会遇上有困

难的时候。有的人不远千里来到陌生的城市
打工，但并非一来就能找到工作，有的甚至
一两个月也无法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当
口袋中原本就不多的钱所剩无几或身无分
文的时候，无疑会心慌。此时此刻，哪怕是有
好心人给一顿饭填饱肚子、给10元钱坐车，
或是提供一夜免费住宿，对于有困难的人而
言，都是雪中送炭。

这家餐厅老板让有困难的人“免费吃
饭”，给了遇到困难的人一束“光”。笔者相
信，对于那些有困难的人来说，有了这家“免

费吃饭”餐厅的无私帮助，他们会渡过难关。
笔者也相信，等他们有能力之时，也一定会
发自内心地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只
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
间。”对于很多人而言，向困难人士提供一些
援助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但对于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来说，你的举手之劳，却能给他们
带来莫大安慰。

“免费吃饭”善举彰显城市爱的温度。但
愿有困难的人都能遇上“免费吃饭”这类善
举，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
让我们的世界在爱与善的传递中变得更美
好。

爱心善举彰显城市温度
□叶金福

认真调试设备、启动螺旋桨、遥控操作
飞行……近日，在江苏如东县城市建设管
理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的操作控制下，
无人机腾空而起，盘旋在建筑工地上空，实
时传输的画面很快便呈现在监控屏幕中，
如东县城市建设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
员对现场是否存在疑似违法建筑、裸土未
覆盖等问题一目了然。

（据《如东日报》）

近年来，各地在加大城市建设力度的
同时，也加大了督查力度，但由于建设项目
增多、辖区范围扩大，城市管理的难度提高
了，常规巡查管控方式受人力限制，存在局
限性且时间跨度较长。

现在，用无人机进行巡查，解决了人力
不足、覆盖面不广的问题，既节省了资源，
又可以看到真实的情况，更可以防止各种
不确定因素的产生，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空中城管”是持续优化城市管理方

式、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新形势下
“不打扰”监管、非现场监管的新要求。

无人机可以搭载多种监测设备，大气
传感器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水体采样设
备能够抵达急流险滩完成取样，是否存在
违法建筑、裸土未覆盖等问题看得清清楚
楚……可以说，无人机执勤具有效率高、视
域广、隐蔽性强、全地形适应等特点。和过
去人工监管相比，无人机执勤“眼睛”更尖、

“鼻子”更灵、“脚步”更快，监管范围更大、
监管效率更高，将为城管执法提供更多服
务支撑和更坚实的保障，是科技与城管的
新搭配。

无人机执勤，彻底解决了高楼层违建、
高立柱广告违规、建筑工地扬尘等发现难、
取证难、查处难的问题，尤其是提高了城管
的执法巡查效率。以往大半天才能完成的
信息采集量，使用无人机后，几十分钟就能
完成。

无人机这个“空中城管”利器，为城管
执法人员插上了“翅膀”，装上了“千里眼”，
值得推广。

“空中城管”值得推广
□胡建兵

近日，山西晋中平遥一男子给路人捏泥塑的视
频火了。取团泥巴，在手中捏、搓、揉、刻，不一会儿，
一个人像便活灵活现。网友直呼：“泥土瞬间有了灵
魂”“高手在民间！”

这名手艺人就是“80后”的张荣。他出生于泥塑
世家，从小观察父辈制作泥塑，慢慢爱上了这门手
艺，成为泥塑非遗第三代传承人。回忆这些年的学艺
经历，他颇有感慨：“一件完整的泥塑作品，要经历取
土、和泥搭架、扎草、塑型等环节，每一步都马虎不
得。”人物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他都要捏上成百上
千次。2010年，张荣回到老家平遥，为游客制作肖像
泥塑，“既为谋生又是热爱”。长期实践积累出了成熟
的技术，一个普通的肖像泥塑，他用20多分钟即可
完成。张荣说，“捏得像”的诀窍，不在于抓“形”而在
于捕“神”，“捏制的过程越快，越能把握对人物的第
一感觉，也就捏得越像”。他表示，“作为一名非遗传
承人，我有责任为这门手艺注入新的活力，保护和传
承这份文化”。

最好的我们：“泥人张”真的从课本走进了现实，
真的厉害啊！

午安：太像了，简直就是复制粘贴。
麻雀的微笑：高手在民间！

灵动手指“捏出”神韵
非遗传承人让泥土有了灵魂

近日，杭州钱江世纪城派出所联合当地街道，为
外卖小哥刘建民及两名物业安保师傅颁发了“先进
个人”奖状。

7月20日下午，刘建民送完最后一单，准备买点
菜回家，结果在卖菜的商铺外看到一位陌生老人面
朝下倒地。刘建民立即将老人扶起，并向附近店家要
了凳子，让老人在阴凉的地方坐下。这时，附近小区
的物业人员也闻讯赶来。由于老人说不清个人信息，
物业人员立即在业主群内发布“寻人启事”，很快确
定了老人的住址和家属信息。“我也没多想，当时看
到老人倒在地下，我就赶紧停下车。”刘建民说，“不
仅是我一个人，后来店铺的老板、别的居民都过来
了，大家一起查看老人的伤势。”据了解，刘建民平时
就是个热心人，还是杭州钱江世纪城派出所“平安骑
手”中的一员。

华山论剑：扶还是不扶？他没有犹豫，点赞刘建民。
春风十里：善待今天的老人家，就是善待以后的

自己！传播正能量，加油。
简单一点好：人间自有真情在，大爱无疆敢担当。

扶危纾难众人施援
外卖小哥救助陌生老人受表彰

7月28日，浙江衢州一位市民突发疾病倒在街
头。危急时刻，3位医务工作者挺身而出，一系列接
力操作赢得全网点赞。

当日，该市民突发心梗倒地时，恰巧路过的江山
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医生金小伟连忙上前为其实施
心肺复苏。随后，路过的医生徐晶晶和退休护士方月
宵也相继加入抢救。3人轮流上阵，跪在坚硬的地面
上对男子进行了近10轮持续20多分钟的心肺复苏，
直至120救护车赶来。经过抢救，病人恢复神志，目
前生命体征基本平稳。

那片天：值得称赞！多些乐于助人之士，社会更
美好。

释然：凡人善举，传播正能量！
四月芳菲：英雄就是平凡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路见病危挺身搭救
3位医务工作者接力救人

近日，浙江丽水一位75岁奶奶因每天在镜头前
分享自己的生活上了热搜。有网友说：“奶奶太可爱，
看着看着就哭了！”

前段时间，在杭州上学的小吴回老家给75岁的
奶奶装了一个可视门铃，这种门铃有远程视频功能。
小吴说，自己教给奶奶门铃的使用方法后，奶奶非常
开心。从那天开始，奶奶经常对着镜头，向小辈们分
享老家的日常。家里的鸡下蛋了，她拿到镜头前给小
辈们看；采了一把野花，也要对着镜头展示一番；做
了什么好吃的，也要把锅高高地举到镜头前……小
吴说，自己在外地上学，一年很少有机会回家看奶
奶，他知道奶奶想念自己，想多跟儿孙们说说话。所
以奶奶在分享日常生活时，自己也尽量在奶奶按响
门铃时及时回应她，让奶奶知道他们都在看。

知交半零落：有老人在，那就是家。珍惜吧，少点没
有用的应酬！真心羡慕家有老人的人！

快乐：会分享幸福的奶奶，孝顺懂事的孙子，太
棒了。

王长河：这是最朴素的爱，也是最真挚的爱！

门铃一响乐在分享
75岁奶奶日常一瞥上热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