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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江南运河名城
要跑出“加速度”

□ 赵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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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怎样奋斗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大家谈

每至岁末年初，在无锡广袤乡村，以助
困、助老等为主题的公益慈善活动，一直被视
作不少乡村的重要工作。乡村慈善因为传承
了乐善好施的传统，不仅在乡村中很好地发
挥了救济和保障的作用，而且作为一种重要
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源和治理资源，还有着维
系乡村日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特殊功能。发展
乡村慈善无疑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无锡乡村慈善古已有之，一般均指在乡
村特定地域范围内，以血缘、地缘等为情感纽
带，依托家族、宗族、村社等民间组织而展开
的施善救济行为。它根植于传统农耕社会，
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泰伯
三让天下，帮助江南先民兴业立国，孔子遂感
慨：“至德者，泰伯也。”由此让无锡成为“至德
名邦”。明清时期，无锡农村中又盛行“乡贤
行善”，且内容十分广泛，诸如修桥、筑路，办
学、建庙，施钱、施药，办义庄、义仓，助葬助
婚、减灾赈饥等。当时无锡比较有名的有荡
口华氏义庄、宜兴徐氏义庄、江阴暨阳义田
等。民国时期，无锡“四大家族”投身慈善各
有千秋，如荣氏家族造桥铺路兴学、唐氏家族
出资疏浚河渠、杨氏家族捐助公共消防等义
举，使无锡逐渐成为一座流淌着爱心、仁慈、
善行的慈善之城。

乡村慈善的特征虽是“行善”，但实质是
引领乡风文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明确提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
保障。”在当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
乡村有效治理的战略背景下，很有必要深挖
乡村慈善的内在价值，进而发挥其在乡村振
兴中的有效功能。

从当下无锡乡村慈善的实践看，乡村慈
善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助于乡村文化
传承和文明风尚养成。比如，乡村中所注重
的孝养文化，令“敬老”与“育小”在整个慈善
中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每年元旦至春节期
间，不少乡村企业家都很注重为当地患病老
人或贫困学子发放慰问金（压岁钱）。两年
前，锡山区鹅湖镇10位企业家捐款200万元
成立的华义慈善基金会，主要职能便是“助
老、助学”。近日，宜兴市举办的慈善捐赠艺
术品冬季拍卖活动，共涉及当地18个村（社
区），拍卖所得主要用于改善这些村（社区）中
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包括企业家和爱心人
士义举在内的慈善力量，不仅建构了当地乡
村社会公平、正义、互助、互济的朴素规则，而
且起到了很好的“行善”示范引领作用。况
且，社会资本介入慈善运作过程，还有助于纾
解乡村治理的某些难题，促进乡村有序运
转。无数事例证明，凡是慈善事业做得好的
乡村，那里的经济就发展得好、村民生活过得
好，崇尚文明、助人为乐的社会风气也浓厚。

此外，乡村慈善作为一种保障性资源，在
某些特殊时期能有助于化解乡村“共同体危
机”。如今，无锡许多乡村均将乡村慈善内容
写入当地的《村规民约》，甚至明确慈善运作
过程中所涉及的议事规则、公共资源的使用
和维护规则等，这不仅有助于当地村民对于
群体生活规则意识的培养和实践，而且又能
在慈善参与中增进村民之间的亲情、乡情，孕
育巨大的内生动力，从而不断提升乡村资源
供给、生产促进、生活服务和安全保障等方面
的能力，将乡村真正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
丽乡村。

（作者系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会长）

用乡村慈善力量
引领乡风文明

□ 吴仁山

乡村慈善的特征虽是“行善”，
但实质是引领乡风文明。乡村慈善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助于乡
村文化传承和文明风尚养成。比
如，乡村中所注重的孝养文化，令
“敬老”与“育小”在整个慈善中占有
很大比重。随着社会资本介入慈善
运作过程，还有助于纾解乡村治理
的某些难题，促进乡村有序运转。

春节临近，外来务工人员集中返乡，
人员流动量剧增，给疫情防控带来极大
压力。鉴于此，包括无锡在内的多个城
市已发出倡议：外来务工人员非必要不
返乡，就地过年。无锡是外来务工人员
密集地区，如何留住这一庞大的群体，让
他们安心在无锡过年，是一道全新课题。

回家过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俗话
说，有父母的地方才是家，有孩子的地方
才是年，再远的路程也挡不住人们回家
的脚步。要在最传统最牵动人心的新春
佳节劝人家就地过年，是一种全新的挑
战。一些街道、企业已开启硬核宣传：

“回家是冒险，钱包还会扁！过年留公
司，亲情不会减！”“与其返乡隔离14天，
不如留下多赚四五千！”看到这些接地气
又不失俏皮的标语，不禁让人眼前一亮
心头一热，不能回家过年的低落情绪也
有所缓解。无锡高新区率先出台政策，
给辖区企业留岗外来务工人员发放专属

“红包”。有关部门还专门发放了旅游景
点门票、电影套餐票。用工单位通过发
放新春慰问金、留岗红包、特色年货等形
式，鼓励员工留岗过年，让就地过年者感
受到家的温暖和年的味道。

在春节这个特殊时期，努力让务工
人员就地过年，还应及早做好物资供给
和人员管理等方面的准备，兼顾各地过
年风俗，确保物价平稳和供应充足，让务
工人员在感受无锡年味的同时，也能“闻
到”家乡的年味。教育部门可以将务工
人员子女组织起来，专门开设“空中课
堂”，重点介绍本地过年习俗，开展孩子
们喜闻乐见的一些游戏活动，让孩子们
过一个更有意义的春节。

更重要的是，春节过后可以实行弹
性休假制度，在疫情防控形势许可的情
况下，给就地过年者一些时间，让他们

“带薪休假”，错峰回乡陪伴亲人，让大家
真切地感受到，暂时的“委屈”是为了更
加长久的温情，让所有的牺牲和坚守更
加有意义，生活更有盼头。

疫情防控，我们都是责任人。唯有
大家一齐出力，这个就地过的新年才能
不“将就”。

（作者系江阴市晨光实验小学教师）

拿出真金实意
让就地过年不“将就”

□ 孙建兴

新闻回放：近日，昆山张浦镇推进
“老配少”的“朝夕”便民服务。坚持传统
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两条腿”走路，
针对老年人在办事过程中的痛点难点问
题，有针对性设置敬老通道“绿色”通行、

“一对一”专属服务全程帮办、专设老年
人诉求室等服务项目。针对外出不便的
老年人，张浦镇行政审批局主动将窗口
前移，由原来窗口“坐等”审批变为“主
动”服务，开通“浦便利”号服务专车，为
行动不便的老人及困难群众提供“最后
一米”上门服务。 （据《苏州日报》）

快评：近年来，老年人办事难的现象
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老年人遭遇办事
难，原因在于老年人自身的社会适应能
力下降以及公共服务中的适老化服务不
足。对快速的、剧烈的社会变化，老年人
会感到难以适应。比如，不少老年人不
会使用智能手机，在疫情防控期间遭遇
了一些出行障碍。另外，公共服务领域
信息化、智能化快速推进，但是契合老年
人需求痛点的服务相对不足，也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老年人办事难。

让老年人办事更轻松，需要在提高
老年人适应能力和增加适老化服务两个
方面下功夫。提升老年人适应能力，主
要是教会老年人一定的智能手机使用方
法，比如通过子女手把手教、参加社区组
织的培训活动等方式，教会老年人出示
健康码、手机支付等。增加适老化服务
方面，应当注意听取老年人的意见，通过
温暖贴心的服务让老年人充分感受“服
务为老”的关怀。在这一点上，昆山张浦
镇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两
条腿”走路，让老年人办事“无障碍、不折
腾、更轻松”，值得借鉴。 （王皖杰）

传统服务与智能化服务
“两条腿”走路值得借鉴

﹄

﹄

近日，一名互联网公司23岁女员工凌晨
下班后，在回家途中猝死的新闻引发了社会
舆论关注。一时间，有关年轻人猝死的各种
信息再度冲上热搜。年轻生命的消逝令人惋
惜，但背后原因却引人深思：我们奋斗的姿态
对吗？

近些年，在华为、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大
厂，加班现象十分严重，“996”是常态，“007”
才是状态。在重要节点如“双11”期间，阿里
为了方便员工加班，甚至为员工准备好了帐
篷，闭眼前在工作，睁眼马上上班。《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
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
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显
然，这种高强度和超负荷工作制度是不合法

的，而且长期“以健康换钱”的工作状态必将
对年轻人身心造成难以预估的伤害。

要减少上述悲剧的发生，社会各界应对
“996”“007”加班文化的大行其道加以抵制，
以此抚平年轻人的焦虑和压力。

公司不应该无视员工的健康。公司业绩
是企业员工奋斗出来的，但奋斗不只靠激情，
也要讲效率，好的公司不应该靠牺牲员工的
健康来获取利益，而是要尊重员工、爱惜员
工，营造和谐向上的企业文化。在这样的氛
围里，员工才会并能够各尽其责，各显神通，
企业才能做大做强、行稳致远。而那种“伪奋
斗式”的道德绑架、畸形加班，其结果只会透
支员工对工作的责任心和认同感，最终人心
涣散，公司业绩下滑。让员工高效率、高质量

地工作，用人单位应尽力提升劳动保障水平，
为员工创造舒心舒适的工作环境，相关部门
也应加强监管，及时出手，重拳出击，给劳动
者维权应有的底气。

对于“打工人”本身而言，努力奋斗、努力
工作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但为了工作透支
身体健康的工作方式，是不可持续、不健康
的，不值得鼓励和提倡。真正有效的奋斗，不
是一直上紧发条，而是循序渐进、日积月累、
水滴石穿，该休息时休息，该工作时工作，这
才是健康、有效、可持续的奋斗方式。要明白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既要防止用力过猛，也要
提防用脑过度，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家
人，追求梦想。

（作者单位：惠山区钱桥街道党政办）

保持正确的奋斗姿态
□ 毕世科

古树名木是城市的宝贵资源，不仅有生态、景观价值，还有科普、文化价值，而且还是难以再生资源，因此必须下大力气
呵护好。近期市市政和园林局组织各古树名木管理单位，为市区500棵古树名木更换新版“二代身份证”，还特别印制了二维
码，扫一扫就可查看古树的高度、长势、照片等各种信息，为人们认识古树、保护古树提供了方便。保护好古树名木，相关部
门应该多一些这样与时俱进的措施，激发全社会的力量，让古树名木与城市、人和谐相处。 （洪萍 文 / 何岚 作）

真正有效的奋斗，不是
一直上紧发条，而是循序渐
进、日积月累、水滴石穿，该
休息时休息，该工作时工作，
这才是健康、有效、可持续的
奋斗方式。要明白身体是革
命的本钱，既要防止用力过
猛，也要提防用脑过度，照顾
好自己，才能照顾好家人，追
求梦想。

新论

2019年2月，国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已印发实施，面对

这个战略机遇，运河沿线城市都在发力打响“运河牌”。我们不能按部就班，工作

慢不得更等不得，在科学规划基础上，不管是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传承

利用、文旅推介等方面，都要跑出“加速度”，抢政策、抢进度、抢造势，努力做到保

护一处遗存，唤醒一个故事，建设一处地标，传承一种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1月在江苏视察
时强调，要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
造福人民。大运河，作为无锡曾经的经济
命脉，运河文化底蕴深厚，泽被众生。为保
护传承好大运河宝贵遗产，我市提出了“文
化遗存保护、文化价值弘扬、生态保护修
复、沿线环境建设”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
努力将无锡建成闻名海内外的江南运河名
城。

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无锡市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重磅出炉。在
刚刚结束的市“两会”上，2021年市政府主要
工作公布，实施大运河整治提升和文化带建
设工程，争创江南古运河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位列其中。无锡深度推进大运河保护传承
利用工作之实之快，可见一斑。

大运河绵延1700多公里，流经四省两
个直辖市。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大运河保
护传承的高度重视，运河沿线城市无论在
复航通航、遗存挖掘保护，还是在打造运河

文旅品牌等方面都在积极行动。特别是北
京、扬州、淮安等地，都有了实质性的落地
成果。多年来，我市在推进大运河保护利
用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工作，不间断恢
复了运河两岸寺、塔、河、街、桥、窑、宅、弄
等江南建筑风格，打造了以清名桥、惠山古
镇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街区，推出了以“今夜

‘梁’宵”为主题的夜间运河观光旅游品牌，
提升了无锡“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的
知名度，活化了运河文化遗存。

打造运河文化闪亮名片，无锡还有很
多基础性、系统性和创造性工作要做。一
方面，大运河无锡段有近40公里，河岸沿
线几乎涉及全市各个（市）区，修复提升工
作涵盖七八个职能部门。在市级层面，应
成立大运河保护开发利用工作专班，根据
规划方案，统一领导，部门协同，资源整合，
避免职责不清，条块割裂，政出多门。另一
方面，要确立“争”和“抢”的意识，“争”，就
是要做到规划高起点，推进高品质，真正把

运河无锡段建设成先导段、示范段、样板
段；“抢”，就是要抢得运河文化保护利用

“先手棋”。2019年2月，国家《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已印发实施，面
对这个战略机遇，运河沿线城市都在发力
打响“运河牌”。我们不能按部就班，工作
慢不得更等不得，在科学规划基础上，不管
是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传承利
用、文旅推介等方面，都要跑出“加速度”，
抢政策、抢进度、抢造势，努力做到保护一
处遗存，唤醒一个故事，建设一处地标，传
承一种文化。

同时，在全市还要大力营造运河保护
开发利用宣传和群众参与氛围，媒体要采
取多种形式全方位立体化介绍无锡段运河
的前世今生和传承保护工作，让全社会关
注关心运河发展。积极引导锡城市民为运
河保护开发献计献策，让每一个人都成为
运河的守护者、文化的传承者。

（作者系梁溪区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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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好珍贵树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