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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购积极响应
“ 地球一小时”活动

本报讯 由世界自然基金会

（ WWF）发起的“ 地球一小时”是

全球规模最大的自发性环保活

动，旨在唤醒公众的节能减排意

识，号召人们共同为保护环境和

地球做出改变。今年3月，“ 地球一

小时”将再次席卷全球。乐购继续

以实际行动参与和推广这一环保

活动，相应门店将于3月28日20:30

至21:30，关闭三分之一的照明设

备，同时呼吁员工和顾客也参与

其中，切身体验节能低碳的生活

方式，为保护环境作一份贡献。

为响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

主题，今年“ 地球一小时”在中国

将继续聚焦当前最急迫、最受关

注的环境议题———雾霾，发出

“ 能见蔚蓝”的倡议。“ 能”，意

味着可再生能源能够带来改变，

“ 蔚蓝” 代表每个人对告别雾

霾、寻回蓝天的期待。

乐购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呼

吁每一位消费者从自身开始，采

取实际行动，应对雾霾，清洁空

气。用1 个小时的短暂昏暗，换来

明天更多的蓝天。

今年，已是乐购连续参与此

活动的第7个年头。除关闭照明

设备之外，乐购也将延续往年传

统，组织开展以关爱地球为主题

的社区活动，与顾客一起在行动

中落实节能、环保、低碳的理念，

为治理空气污染贡献绵薄之力。

安静

超六成人是“ 晚睡族”
总有一些人，他们会比别人

睡得更不好；或许是精力旺盛在

深夜里肆意挥霍着青春；或许是

身兼数职在寻求生活和工作平

衡的同时不得不牺牲睡眠；又或

许是步入中年终于意识到睡个

好觉的重要性却不得不屈服于

日益下降的体质⋯⋯也许，每个

睡不好的人身上，我们都能找到

自己的影子。

201 5年喜临门睡眠指数虽

然以总分66.7分较去年相比有

小幅上升，但中国人睡眠指数得

分始终刚过及格线，离我们渴求

的科学睡眠尚有一段距离。其

中，表示“ 总是睡不够”的人群

比例相比往年有明显增加的趋

势。

此外，有失眠问题的人数也

明显上升，201 4年有22%的中国

人 存 在 严 重 的 睡 眠 问 题 ，而

201 5年这一比例上升为31 .2%。

更有超过6成的中国人成为晚睡

星人，首要原因是因为手机上网

而患上睡眠拖延症。

调查显示，28.2%的人即使

开始犯困，也不能在较短时间内

上床睡觉。整体来看，大部分中

国人自认属于晚睡一族（ 晚睡

晚起：34%，晚睡早起：29.7%），

能做到早睡早起的仅刚过两成

（ 21 .8%）。

如果说晚睡是一种罪，那么

熬夜可以说是“ 罪加一等”，本

次调查将24点之后睡觉的行为

定义为熬夜。调查发现，201 5年

中国人熬夜的比例达到22.2%，

而 在 201 3 年 这 一 比 例 仅 为

1 4.2%。其中男人比女人更爱熬

夜、年纪越小越爱熬夜。

据了解，熬夜四大原因依次

为：上网聊天、玩游戏、看影视

剧、加班。48.6%的人起床后仍经

常会感到困倦。这种困倦感与睡

眠时长并无直接关系，在工作日

睡不到8小时的人高达61 .1 %，

但即使睡眠时长超过8小时，仍

有45.3%的人起床后仍感觉“ 没

睡醒”。

喜临门董事长陈阿裕向笔

者透露：“ 3年来，喜临门持续投

入调研、传播这个具有公益色彩

的睡眠指数就是希望不断了解

国人睡眠现状，普及科学睡眠知

识，帮助中国人睡的好。这些指

数的背后反映出的是社会心理、

生活压力、不良睡眠环境等带来

的睡眠现状。”

床垫产品良莠不齐
睡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

能让我们“ 爽”。49.8%的中国人

认为“ 困了能睡觉” 是最爽的

事，这种快感甚至超过了“ 憋了

很久终于找到厕所”和”挠痒终

于找到了位置“ ；睡眠也能让我

们“ 美”，女性认为对美容最有效

的就是充足的睡眠，同时78.9%的

女性认同“ 女人是睡出来的”。

尽管人们普遍认同睡眠的

重要性，但在调查中发现，并非

所 有 人 都 愿 意 用 超 过 一 半

（ 54.6%） 的月收入去购买一个

床垫。从年龄上看，90后反而更

重视床垫，愿意用62.8%的月收

入去买一个床垫，70后最保守，

只愿花49.6%的月收入。而超过7

成的人表示床垫从不进行清洁，

并因为麻烦而不愿意改善。

相比人们对睡眠问题的困

扰程度，消费者对睡眠产品的重

视程度和知识明显不足。在直接

影响睡眠质量最重要的睡眠产

品床垫使用者中，84.8%的人不知

道目前所睡的床垫是什么品牌。

而在能说出品牌的受访者中，品

牌也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

健康睡眠需优质寝具
现今床垫市场非正规品牌

太多，在购买和使用床垫的过程

中，甲醛污染、黑心棉、弹簧下陷

为首要问题。选购知识的缺乏导

致消费者对目前所使用的床垫

普遍表示不满。87.7%的受访者

认为目前床垫的使用感受不佳，

最不满的是床垫不易清洗、太沉

不易挪动和太硬。

一直以来，中国人普遍相信

“ 硬床有利骨骼健康”，然而骨

骼专家却表示，硬床其实会对人

体产生反压力，因此会有人觉得

“ 睡过一觉反而浑身酸痛”。如

果长期性错误的睡姿，尤其是使

用不良的床垫，更容易导致脊椎

骨节产生位移，使神经所控制的

器官逐渐失去正常功能。床垫太

硬不但会压迫人体背部神经，也

会影响血液正常循环，时间长了

还会造成腰酸背痛及坐骨神经

酸痛。

针对这一问题，以记忆绵为

主推产品的Mli l y梦百合也于近

日首次面向中国市场推出“ 零

压生活”概念，为有睡眠困扰的

中国人带来了“ 减压新技能”。

Mli l y 梦 百 合 董 事 长 倪 张 根 表

示：“ 睡眠质量低下是现在很多

国内白领工作族压力得不到缓

解的重要因素之一。Mli l y梦百

合将‘ 零压’理念带回中国就是

想要改变中国人睡硬床的习惯。

从根本的睡眠入手，为中国人的

‘ 零压生活’贡献一份力量。”

喜临门董事长陈阿裕则认

为，普遍缺乏睡眠意识、不懂得

如何科学睡眠是导致现在国人

睡眠状况堪忧的重要因素。由于

人们对睡眠障碍认知程度不足，

能够采取适当改善睡眠的方法

少之又少，科学睡眠概念亟待推

广普及。喜临门市场总监孙竞同

时表示，床垫产品将向更加个性

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材质更环

保、造型更美观、更符合人体工

学原理的睡眠产品将成为国人

未来选择的目标。

睡眠专家则建议，在购买床

垫时不要光看花色或者价格，要

选择信誉卓著的品牌，这样可以

确保售后的相关服务。此外，购

买床垫时首要考虑的还是床垫

本身的质量还有使用床垫的人

群，这样才能使所购的床垫质量

和舒适度得到保证。

如今的中国人对民生问题越发关注，人们谈创业，谈雾霾、谈食品安全。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一觉睡到自然醒”却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近日，
床垫企业喜临门联合中国医师协会共同发布的《 2015中国睡眠指数报告》
便指出，中国人“ 睡不着”、“ 睡不好”的问题普遍存在且日趋严重。

青年报 沈旖旎

中国睡眠指数报告发布

手机是睡眠拖延症的最大“ 原凶”
资讯

运营商须限时全面
开放存量基站资源

本报讯 日前，工业和信息

化部组织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三家电信运营企业与

中国铁塔召开共建共享推进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尚冰、总

工程师张峰，中国电信董事长王

晓初、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

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中国铁

塔总经理佟吉禄等出席会议并

讲话，对深入推进共建共享进行

部署。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一直开

到4家企业省级分公司和地市级

分公司。张峰主持了会议，中国

电信副总经理杨小伟、中国移动

副总裁薛涛海、中国联通副总经

理邵广禄出席了会议。

尚冰充分肯定了3家基础电

信企业和铁塔公司过去一年推

进共建共享付出的努力及取得

的成效。针对目前存在的存量

基站资源开放的数量、进度与预

期相比有较大差距等问题，尚冰

提出了4点要求：一是各级企业

和行业管理部门要进一步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当前，我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环境约

束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我们行

业发展尤其是4G网络建设中，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深化共建共享机制改革，运营好

铁塔公司，降低建设成本，以实

际行动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

护，实现量增质更优的发展。从

行业发展角度说，做好共建共享

可以大量节约投资，减少资源浪

费。

从企业发展角度说，3家基

础电信企业今年新建需求有一

半左右可以通过共享现有存量

资源解决，如果存量资源全面开

放，可以大大提高各企业的4G建

设速度并降低建网成本，对新形

势下基础电信企业的转型发展

非常重要。

二是3家基础电信企业要加

大对铁塔公司的支持，积极合

作，保障共建共享要求的落地执

行。三家基础电信企业要在4月

1 5日前全面开放存量资源，能满

足需求的原则上不得新建。

3家基础电信企业要进一步

理顺管理流程，加强与铁塔公司

的沟通、协调、合作。三是铁塔公

司要勇挑重担，加强对各基础电

信企业的服务，确保4G建设高峰

期企业需求有效满足。

必爱风提供空气流通新方案
青年报 王霞

本报讯 你知道吗？吊扇可

令人体表感温度下降超过5! C；

若冬天使用，可将集聚上方的暖

气吹至地面，且一部吊扇1 年仅

耗4度电。

3月26日，总部位于美国的

必爱风（ Bi g Ass Fans）首次携

其高效、节能、智能和极简风格

的风扇产品来沪分享。作为“ 大

直径低转速风扇” 设计制造商，

必爱风不仅利用科技手段重新

定义风扇概念，还因其极简创意

的设计风格夺得40多项国际大

奖，其中包括德国红点设计大

奖。必爱风东亚区董事总经理周

启安表示，“ 我们希望与中国的

合作伙伴一起，为中国的住宅、

商业及工业项目提供更多的舒

适、节能和智能的空气流通解决

方案。”例如，其Hai ku系列功率

仅为2-30瓦特，节能效果可比传

统吊扇提高80%。

另据了解，必爱风已与智能

手环品牌J awbone达成合作，通过

手环监测，配合人体体温和新陈

代谢的变换在睡眠时自动调节风

向风速，从而达到保护健康的目

标，参与智能家居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