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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管理好城市，要求建设者、管理者顺势而为，因势而“上”，既要充分用好城市地面资源、地下资源，也要

用好每一处“空中”资源，唤醒建筑“第五立面”这笔巨大的沉睡资源，走精明增长之路。当前，无锡正提出要打造

全国最干净城市、建设美丽无锡，最干净，意味着美丽且无死角，各地不妨把建筑“第五立面”纳入设计规划范围，

打造更多的“第五立面”新亮点，多层次体现城市品位，让广大市民有更多获得感。

世相
评说

热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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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第五立面”为美丽无锡添彩
□ 李 杰

阅读，能拓宽人的知识面，开拓视野，提
高人文修养，促进青少年成长。暑期是青少
年学生难得的一段休闲时光，因为少了平时
学业的繁忙，更能让人静下心来，放松心情，
好好读书。

暑期阅读，能把平时快餐式的浅阅读变
成细嚼慢咽式的深阅读，能够真正有时间从
课内阅读延伸到课外阅读，把平时想读的书、
好的文章再去细细品读，尤其是可以去做平
时不能完成的一些深阅读，去阅读那些古今
中外的经典原著。

通过暑期阅读，特别是文学作品的阅读，
还可以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学生的“三观”，即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意义非凡。一部好
的文学作品就是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的反
映，通过阅读，让青少年学生认识社会现实，
认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辨别生活中的真
善美，获得正能量。通过读大师们的作品，某

种意义上说就是和大师们在进行对话，促进
自身成长。

暑期阅读，可以在自己的小书屋，也可以
去图书馆、书店；可以是经典重读，品味文章
后面的故事，也可以随心而读，随便翻翻；可
以是翰墨飘香，也可以网上冲浪，线上线下，
相得益彰。当然，只要适合自己的阅读都是
可以的。

培养孩子阅读兴趣也需要有好的阅读氛
围，有时间的家长可以选择在周末陪孩子去
泡泡图书馆、书店，工作比较忙的家长选择把
孩子寄存在书店也是个不错的办法。家长可
根据孩子自身情况为其制定读书计划，孩子
读完一本经典作品，家长可有意识地与孩子
进行阅读分享，这样会促使孩子们更好地阅
读消化书中的内容。有志同道合的人相伴，
有经典作品相伴，相信孩子的暑假会过得别
有趣味。 （作者系中学教师）

暑期培养孩子
由浅阅读转向深阅读

□ 轶 夫

填报完高考志愿、录取结果出来后，许
多学生就将开启新的人生篇章。不少学生
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社会及生活经验，这就
导致一些学生刚到学校后很容易上当受骗，
生活自理也成问题，还会引发宿舍矛盾。解
决这些问题，需要家长和学生们一起配合，
充分利用好暑期生活，做好与新学校生活的
接轨。

可从几方面入手，丰富暑期生活。学
习上，学生们应充分了解自己所录取专业
的培养计划、主要课程、未来就业前景，提
前做好职业及学习规划。生活上，要养成
良好作息习惯，锻炼自己洗衣、打扫、归纳
等生活技能，确保自己能够在异乡照顾好
自己。家长们也要多和孩子们沟通，让孩
子们能够有一定的生活防范意识，并培养
孩子独立能力。

技能兴趣上，趁着暑期，可以培养自己

一技之长，也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如
阅读等，这些都能为新的学习生活打下基
础。当然，暑期也是宝贵的社会实践时间，
毕业生们可以选择去工厂、社区进行社会实
践，开展勤工俭学、志愿活动等社会实践，可
以开阔眼界、增长才干。很多学生寒窗苦读
多年，衣食住行都由家长一手包办，对社会
的真实状况了解不多，参加社会实践，了解
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工厂装卸工等一线劳
动者的工作生活，可以让毕业生们体味到生
活的艰辛和不易，会激发他们在今后更加刻
苦学习，并做到尊重父母和他人的劳动成
果，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高中毕业生们大多已成年，作为一名成
年人应当肩负起责任，在这个暑期努力提升
自我，让暑期变得更有意义。

（作者单位：宜兴市丁蜀镇组织人事和
社会保障局）

在社会实践中
开阔眼界、增长才干

□ 孙一凡

近日，新华社发布一则题为《0.5元一
份！谁在出卖我们的人脸信息？》的新闻，
迅速引发舆论热议。如果被倒卖的人脸信
息和其他身份信息相匹配，可能会被不法
分子用以盗取网络社交平台账号或窃取金
融账户内财产，以及从事精准诈骗、敲诈勒
索等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被用于金融支
付、小区安防、政务服务等诸多场景，既提
高了便利性，也通过数据交互在一定程度
上增强了安全性。但是，人脸数据如果发
生泄露或被不法分子非法获取，后果不堪
设想。人脸信息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财产
安全，社会各部门都应当更加重视对人脸
信息的保护。

要加快人脸信息保护法的立法脚步。
2021年将正式施行的民法典，对自然人个
人信息的范畴进行了专门说明，生物识别
信息被纳入其中。但是，在各类人脸、信息

识别科技发达的今天，加快人脸等公民个
人信息保护显得更为紧迫，只有在法律层
面上确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
才能为公民个人信息铸造“防护墙”。

要引入对相关平台惩处机制。相关使
用人脸准入的平台，应当对平台上的人脸
数据负有保管监管义务，不允许任何人私
自窃取相关数据。同时，将“人脸信息”与

“其他身份信息”分开，避免将人脸数据与
身份信息相关联后发生批量化泄露。对负
有保管保密义务而不履职、私自牟利的平
台，应制定相关惩处办法。

要坚决铲除地下黑灰链条。此类盗窃
人脸信息的违法犯罪分子一般在后台都形
成了黑灰产业链条，针对黑灰产业链组织
程度高、犯罪手段隐蔽的特点，公安机关要
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强化多部门、多警种分
工合作，对网络违法犯罪实施全链条打击。
（作者单位：无锡市公安局新闻宣传中心）

人脸信息保护刻不容缓
□ 马御群

8月6日上午，有幸在锡参加了“长
三角一体化”全媒体人才发展高峰对话
活动，并在现场与几位媒体人进行了交
流，大家谈到了同一个话题，就是营商
环境。

为何大家如此关注无锡的营商环
境？营商环境好不好，不仅直接影响一
个地方的形象，更对地方的投资、人才
吸引力带来重要影响。如今，任何市场
主体到一个地方投资兴业，最先考虑、
考察的就是营商环境。如果营商环境
不好，投资的意愿就会下降，甚至选择
放弃。同样，如果一个地方营商环境不
好，也是留不住人才的。

需要强调的是，营商环境并不是单
纯政策层面的优惠、鼓励和扶持，更重
要的是，政府的办事效率是否高效快
捷，地方的法治环境是否清明透亮。从
现实可见，营商环境最大的“痛点”“堵
点”，企业和群众吐槽最多的还是政府
审批流程、办事效率、服务质量。诸如
政策兑现及不及时、执行有没有到位、
新官愿不愿理旧账……这些看不见摸
不着的环节，与区域营商环境息息相
关。拖沓的办事效率，会极大挫伤投资
者的耐心，缺失透明度的法治环境，会
严重消解投资者的信心。这也是一些
时候，虽然政策层面的优惠措施很多，
但对投资者吸引力却不强的关键原因。

营商环境是系统性、综合性的，涉
及到政策、法治、政府职能转变等多个
方面，互为关联，环环相扣，任何一个方
面出现问题，都会对整体营商环境造成
负面影响。故而，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需要综合施策，全面发力，用钉钉子精
神，以问题为导向，以最优为目标，一步
一个脚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剖析解
决，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促进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这是一个持续改
进、追求卓越的过程，只有开始，没有结
束，永远是“进行时”。

在具体工作中，尤其需要“破旧立
新”，打破固有思维，创新工作方法。任
何有利于营商环境改进的创新举措，都
要付诸行动，在行动中不断改进完善；一
切有碍营商环境改进的“肠梗阻”“隔离
墙”，都要坚决破除，以“破旧立新”的决
心、坚持不懈的恒心、一以贯之的专心，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吸引国内外高端人
才落户无锡，吸引八方资本到无锡投资
兴业，从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支撑。 （作者系公司职员）

以问题、目标为导向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 孙维国

把厂房当艺术品设计，整个建筑外立面
极富现代感和艺术感；采用公建化建筑的概
念设计工业园区，厂房看上去和办公楼那样
美；屋顶覆盖太阳能板或做停车场，大大节
约土地空间……日前，新吴区出现的这一道
道别样风景线，让市民眼前一亮，赞叹锡城
的“角落”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时尚了。
美化城市建筑立面，特别是容易忽视的“第
五立面”，是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建设
美丽无锡一个不可摒弃的组成部分。

建筑“第五立面”即建筑屋顶面，其美学
功能和实际功能在建筑创作中越来越受到
重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建设
用地的严格限制，充分用好包括“第五立面”
在内的每一寸空间资源，亟需城市建设者和
管理者们进行有益探索和尝试。比如不久
前，合肥市庐阳区某商业综合体利用楼顶资

源引入空中跑道、空中运动场，一站式满足
市民休闲、运动、购物等需求，便是其中一
例。

其实近年来，无锡有不少探索用好“第
五立面”的实践。比如有农业公司建了“屋
顶菜地”吸引众多市民慕名学习；有园艺经
营者将农贸市场楼顶部分平台改造成免费
的公共花园，还有饭店将顶楼出租做成露台
酒吧成为网红打卡地。总的来看，这些都还
是个例，大量的“第五立面”因没有得到管养
和利用，而成为空气污染源、垃圾堆放场，甚
至是安全隐患地。有调查发现，我市很多建
筑“第五立面”都存在无人问津的现象，有的
沥青铺设不够规范，在高温条件下散发出难
闻气味；有的因不及时打扫积尘较厚，大风
吹过造成可吸入颗粒物四处飞扬；有的大面
积空置，或被堆放杂物，或成为私人养殖场，

还有的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
发挥“第五立面”经济、文化、旅游、健

身、绿化、停车等作用，是解决“第五立面”难
看、难用、难管问题，挖掘城市新的空间资源
和特色亮点的有效手段。如果有更多的“第
五立面”都像新吴区的工业园区和合肥市庐
阳区的某商业综合体那样，既不浪费多余空
间，又能展现独特魅力，甚至能为职工和市
民提供梦境一般的去处，这个城市将充满现
代气息、彰显建管高度。从这方面讲，应该
呼唤更多的“天空”、平台花园、“第五立面”
打卡地亮相锡城。

建设管理好城市，要求建设者、管理者
顺势而为，因势而“上”，既要充分用好城市
地面资源、地下资源，也要用好每一处“空
中”资源，唤醒建筑“第五立面”这笔巨大的
沉睡资源，走精明增长之路。当前，无锡正

提出要打造全国最干净城市、建设美丽无
锡，最干净，意味着美丽且无死角，各地不妨
把建筑“第五立面”纳入设计规划范围，打造
更多的“第五立面”新亮点，多层次体现城市
品位，让广大市民有更多获得感。

对于已建楼房，可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发展现代农业，打造特色广场，进行植被绿
化，种植瓜果蔬菜，设置灯光秀等，并出台相
应管理细则。对于新建厂房、办公楼、商业
综合体，可引导建设者提前对楼顶作出用途
规划，为美丽无锡建设添彩增辉。

（作者单位：惠山区政协办公室）

新闻回放：近日，深圳市计划从热
心公益的志愿者中选聘 2000 余名社会
监督员，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监督工
作。垃圾分类社会监督员的聘任期限
为2年，他们可以通过明察、暗访等多种
形式，在日常生活、工作期间对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
处理等情况进行随机监督。

（据8月5日《深圳特区报》）
快评：无锡推行垃圾分类已经有

一段时间，但是居民垃圾混放、小区垃
圾桶摆放无序、垃圾分类缺少指导监
督等问题依然存在。从前端的垃圾分
类收集，到中端的运输，再到末端的回
收处理，哪一个环节做不好，都可能让
垃圾分类工作功亏一篑。对垃圾分类
工作的监督，应该贯穿垃圾回收处理
的各个环节。设置社会监督员，有助
于减少垃圾分类的监督盲点，本质上
就是通过倒逼机制让居民能够积极主
动地将自家垃圾做好分类、准确投放，
让物业、环卫等单位做好正确引导、分
类运输工作。

有了社会监督员，如何让他们发挥
好应有的作用更为关键。社会监督员
来自于民间，对身边的环境更熟悉，对
垃圾分类的实效也有更真切的感受，容
易发现垃圾分类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另外，社会监督员和附近居民更加熟
悉，更容易帮助社区居民掌握垃圾分类
知识，影响和带动更多人履行垃圾分类
的义务和责任。政府部门也需要界定
好社会监督员的职责权限。权责清晰
才能调动起社会监督员们的积极性，让
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把发现的问题和
居民的意见及时反馈到相关部门和决
策层。 （王皖杰）

垃圾分类
不能少了群众监督

让孩子过一个安全充实的暑假

无处不在的人脸识别。（罗琪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