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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动起来”的人流露出的
是满满的阳光和自信，一座“跑起
来”的城展现出的是勃勃的生机和
活力。当下，运动健身正在成为更
多人的生活方式，“动起来”也日益
成为锡城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普
通市民，因运动而树立起了更加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也因运动让平
凡的人生变得更加精彩。

一年一度的无锡马拉松赛前不久如约
开跑。连续八年的坚持，如今的锡马已经成
为锡城的一张闪亮名片。正如媒体和网友
点赞的那样：今年的无锡马拉松，让无锡这
座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城市，再一次向世界展
示了她的魅力。

过去的几年，无锡马拉松赛事总会在樱
花纷飞的季节里开启，用富有江南魅力的美
景和风情吸引八方来客，并逐渐被打造成了
国际田联精英标牌赛事。值得一提的是在

去年，因疫情原因延期举办的2020无锡马
拉松，在金秋时节毅然鸣枪开跑，不但为陷
入“停摆”的体坛注入了信心、提振了士气，
展现了我市防控疫情、复工复产的有效成
果。疫情影响了赛事的进程，却无法阻止人
们参加锡马、渴望奔跑的热情，这也成为了
人们热爱锡马、钟情无锡的最好印证。

毋庸置疑，一场赛事对一座城市的影
响是深远的，大赛为媒，乘风借力，锡马已
经成为展示无锡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擦
亮锡城名片的又一契机。为办好今年的马
拉松比赛，无锡颇费心思。40多公里的锡
马赛道，浓缩了春日锡城的万种风情，犹如
一幅精心绘就、慢慢铺陈的江南水墨画。
伴着春风沉醉，樱花雨落，选手奔跑其中，
宛如奔跑在画里。置身其中，跑友们可以
一边在比赛中欣赏江南的春色美景和城市
的别样风采，一边在拼搏中享受运动的酣
畅与快意。

如今，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循环中，体育
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将体育融入其
中，就是要让体育的独特魅力吸引包括运动
爱好者在内的更多人的注意。事实证明，让
更多的人认识一座城、走近一座城，甚至爱

上一座城、留在一座城，挖掘和利用城市独
有的资源禀赋、文化底蕴和自然景观，走一
条体育、文化、旅游、生态等融合发展的道
路，探索和塑造具有锡城特色的体育品牌形
象，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从这个角度看，用
一项运动赛事点亮一座城，将城市打造成体
育休闲的网红打卡地，是无锡集聚人气、助
推发展的务实之举和有益尝试。

其实，锡马不仅在改变着我们的城市，
也在悄悄地融入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
观念。今年的锡马不仅现场火爆，更能在无
锡人的朋友圈中感受到炙热的氛围。笔者
的朋友圈里就有很多参与者配图留念，那奔
跑中的矫健身影、那坚持中的稳健步伐、那
胜利后的灿烂笑容，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让人由衷地为他们加油、给他们点赞。
一个“动起来”的人流露出的是满满的阳光
和自信，一座“跑起来”的城展现出的是勃勃
的生机和活力。当下，运动健身正在成为更
多人的生活方式，“动起来”也日益成为锡城
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因运动而
树立起了更加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也因运
动让平凡的人生变得更加精彩。

（作者单位：无锡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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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锡式生活”活色生香起来
□ 符志刚

“锡式生活”，应该是一种属于我们无锡人特有的、能够让广大市民有实实在在幸福感的生活。如何出

台更多让利于民、授惠于民的政策，让广大市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切实体验到生活质量的提高，感受到发

自内心深处的幸福感，这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在执政过程中应该考虑的问题。

邀你互动

“锡式生活”面面观

为了出行更安全，别嫌烦趣图
说事

新闻回放：北京市大兴区林校路
街道有 60 个老旧小区，这些小区的
12345 诉求大数据显示，“停车难”排
名榜首，堪称老百姓的“心头病”。近
日，街道启动了“新增一个车位”创新
机制，通过深挖边角空地潜能的方式
增加车位。目前，已有部分小区开始
施工，预计到今年年底，60 个老旧小
区能新增车位700余个。

（据《北京日报》）
快评：老旧小区一般房龄老、设

施旧、道路狭窄、车位有限，再加上有
的居民随意乱停车，因而停车难一直
是困扰老旧小区居民的大问题。北
京市大兴区林校路街道“新增一个车
位”的创新做法，为解决这一难题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老旧小区停车难
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但是可以
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不断缓解，在原
有基础上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停车需
求。一个小区增加的车位看似有限，
但是也能解决居民的一部分停车需
求。更何况，城市里老旧小区数量众
多，只要肯花心思“新增一个车位”，
就能积沙成塔，增加数量可观的停车
位。

老旧小区治理不光是要把原本
破旧的环境修葺一新，更要想方设法
解决居民面临的实际问题。“新增一
个车位”创新做法受到欢迎，最重要
的原因就是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以问题为导向，社区治理就有了精确
的目标。有了共同的目标为指引，才
能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不断挖
掘老旧小区潜能，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 （王皖杰）

想方设法挖掘

老旧小区潜能

让公众更多知晓餐饮行业的后
厨环境，承载了社会很大的期待。据
了解，2019年我市首批将200家餐饮
单位后厨的摄像由本店视频化监管
转向互联网上，向大众开放。消费者
可以查看商户主体资质、食安等级，
甚至是后厨备餐过程的“直播”。截
至今年3月，全市“互联网+明厨亮灶”
建设近1.7万家，占明厨亮灶总数的
68%。

“互联网+明厨亮灶”，有利于监
管部门掌握第一手资料。对于餐饮
企业的监管，最常见的是上门执法。
一些餐饮企业往往存在这样的侥幸
心理：抓到自认倒霉，没有抓到就赚
了。显然，这样的常规执法，存在一
些漏洞和盲区。而大力倡导“互联
网+明厨亮灶”，同时推出智慧捕捉式
监管系统，由AI技术自动抓拍异常状
况，执法部门不仅能更精准地监管餐
饮企业，而且也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消费者的健
康权益。

“互联网+明厨亮灶”，外卖平台
一定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眼下，越
来越多的餐饮企业都选择和外卖平
台合作。而监管部门和外卖平台签
订协议，建立平台自查、严格准入、数
据共享等多项机制，也可以让外卖平
台担当起对餐饮企业“明厨亮灶”的
审查准入责任。

“互联网+明厨亮灶”，也有利于
餐饮企业自律。当越来越多的餐饮
企业选择“明厨亮灶”作为一种行业
规范时，就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让
那些没有施行“明厨亮灶”的餐饮企
业或者施行“明厨亮灶”不好的餐饮
企业，感到很大的生存压力。这样的
倒逼机制能让更多的企业“见贤思
齐”，从而提高我市餐饮企业整体的
环境卫生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明厨亮
灶”，对于当下的疫情防控也大有益
处，有利于餐饮企业、外卖平台、监管
部门形成合力，层层把关，确保每一个
环节不出纰漏。 （作者系公司职员）

推广“互联网+明厨亮灶”

让公众一起参与监管
□ 陶象龙

近日《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
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印发，针对幼儿园和小学教育分离、衔接缺位
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这
是否意味着家长们可以长舒一口气，和“幼小
衔接班”大声说拜拜了？

长期以来，“幼小衔接班”让很多家长
“欲罢不能”。就拿汉语拼音教学这一项来
说吧，遥想很多人小时候初学拼音时，也是
反反复复时常分不清声母韵母，更无法理解
为什么要学这些咿咿呀呀的发音，后来不知
不觉也学会了。今时不同往日，除了幼儿
园，很多教育培训机构设置了幼小衔接班，
让孩子可以在入学前一年提前把拼音学起
来，如果班上大多数孩子都上过幼小衔接，
那么小学老师看到学生大部分掌握得都很
好，课堂上自然就不会详细反复讲解，而没
提前学习过的孩子的自信心就会受到打击，
影响学习积极性。

当今社会激烈的竞争让家长们的焦虑感
更加放大，谁也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家长们普遍反映，算数、识字、古诗词自己还
能教教，可是现在拼音改革后和原来学的不
一样了，自己教得不标准误导了孩子发音，只
好报班让孩子去跟专业的老师学。有需求就
有市场，这也是近年来虽然国家教育部门开
展学前教育“小学化”治理，收效却不够理想
的原因之一，因此，亟需出重拳扭转这一现
象。

基础教育改革是根本。由于幼儿园和小
学的教学模式差别较大，确实存在衔接上的
薄弱环节，《意见》中提出了调整一年级课程
安排，减缓教学进度，推行入学准备和入学适
应教育，要求“小学起始年级必须按国家课程
标准坚持零起点教学”等举措，无疑是从教学
机制上祛除病灶的良药。

家、园、校、政多方协同共育是关键。可
以组织儿童到小学参观体验、教师交流经验
等活动，让老师和孩子都有更加具象的认识
和感受，小学教师要牢固树立衔接意识，关注
个体差异，循序渐进给不同特点的孩子针对
性指导。同时，家长的有效陪伴是对孩子最
有力的支持，在幼小衔接的过渡期，孩子更需
要家长的鼓励，从而树立开启新征程的信心，
要多与老师沟通配合，共同促进孩子身心全
面和谐发展。政府方面则要进一步规范管理
校外培训机构、幼儿园和小学超前教学行为，
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等作
为招生依据，为做好幼小衔接工作提供良好
的教育生态。

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是长远之计。家长
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生怕孩子今天落下
的一小步，成为明天落后的一大步，一边想给
孩子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一边却又怕耽误
了孩子的未来，于是充满了矛盾和焦虑。然
而有时却忘了我们最原始的愿望，只是希望
孩子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独立的能
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过上自己想要的生
活。教育的目的是“培根，铸魂，启智，润心”，
稍显超前的知识储备远没有扎实的学习能力
重要，闪亮的分数远没有优秀的品质重要，启
蒙教育的关键期不应让孩子淹没在超负荷的
题目里，而应为孩子插上理想的翅膀，让他以
后能走得更远。

（作者单位：无锡市震泽军休所）

入学“零基础”
是为了更好打基础

□ 蔡淑野

今年初召开的市“两会”上，我市提出要
让“锡式生活”成为高品质生活的代名词。“锡
式生活”这一新提法也引起了很多市民的关
注。何为“锡式生活”？窃以为“锡式生活”，
应该是一种属于我们无锡人特有的、能够让
广大市民有实实在在幸福感的生活。

由惠山区相关单位打造的大型原创现代
锡剧《追梦路上》，去年6月在无锡市人民大
会堂首演成功后，惠山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依托乡镇影剧院，面向全区基层党员干
部群众开展巡演。为方便边远地区的群众看
戏，组织方还专门租了几辆大巴，每场负责免
费接送。该剧原计划只巡演40场左右，结果
演了近60场，且场场爆满。一年一度的新年
交响音乐会，连续多届的阳山半程马拉松比

赛、国际篮联三对三篮球对抗赛、中国围棋棋
王争霸赛……这些原先只有在大城市里才能
欣赏到的高雅演出、顶级赛事，这几年在惠山
这个远郊区，已然成为百姓生活中平常不过
的事情。

当然，“锡式生活”还可以覆盖到生活的
多个层面，从衣食住行到吃喝游购娱，方方面
面都可涉及。无锡作为一座山明水秀的江南
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太湖边最优
美的湖岸线，山水相连，高低起伏，绵延数十
公里的天然湿地公园，四季分明的宜人气候，
有史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天灾；拥有快捷
便利、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配套齐全的基础
生活设施，年年递增的城乡居民收入。这些，
当然是打造高品质“锡式生活”的前提和基

础，然而更重要的衡量标准，还是市民的生活
质量和幸福指数。

生活质量又被称为生存质量或生命质
量，是一个全面评价生活优劣的概念。通常
指社会政策与计划发展的一种结果。生活质
量有别于生活水平的概念，生活水平回答的
是为满足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消费的产品和
劳务的多与少，而生活质量回答的是生活得

“好不好”。生活质量须以生活水平为基础，
但其内涵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它更
侧重于对人的精神文化等高级需求满足程度
和环境状况的评价。

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息息相关，生活质
量高了，幸福指数也就水涨船高。在自己的
家门口，不出钱或少出钱，就可以欣赏到高质

量的体育比赛和文艺演出，这是一种幸福；出
门旅游，可以享受到发达的交通、温馨的服
务、货真价实的美味，这是一种幸福；居家生
活，有优美的环境，又有和睦的邻里和家庭，
这是一种幸福；读书就业，有优质公平的教育
资源，有称心满意的工作岗位，有丰裕的收
入，这也是一种幸福。如何出台更多让利于
民、授惠于民的政策，让广大市民群众在日常
生活中切实体验到生活质量的提高，产生发
自内心深处的幸福感，这是我们的政府部门
在执政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让“锡式生活”活色生香起来，让“锡式生
活”成为广大市民的首选，这才是我们这个城
市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惠山区文体旅游局）

出门在外，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现在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安全过马路是一件人人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大事。这段时间，常
州、杭州等地启用了一种“Z”字形斑马线。这种斑马线通过设置隔离设施，使得行人在斑马线上的行进轨迹由直线变成“Z”字形，可
强制行人观察路面车况，也让机动车驾驶员有更充裕的时间提前减速让行。实际上，无锡这几年在一些人流量较大的路段设置了

“岛式”斑马线，让行人有更多时间、空间过马路，这和设置“Z”字形斑马线的初衷是一样的。斑马线搞出新花样，看似给行人过马路
带来了一些麻烦和障碍，但能提高通行安全系数，可以说是一件贴心实事，相信市民们都能理解配合。 （洪萍 文 / 何岚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