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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是除夕，春节7天长假
正式开启。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
叠加发放消费券、公交地铁免费乘
坐、49家景区免费开放等利好，使得
春节长假第一天无锡市民出游热情
高涨，一些部门的灵活应变措施受到
点赞，而一些单位的做法则显得僵
化，这些都在提醒相关方面，要做细
假期服务保障工作的应急预案，让市
民开心过大年。

1月20日晚，有市民在朋友圈贴
出无锡地铁部门发出的最新告示，
除夕至大年初六，“所有乘客通过安
检后直接进站乘车，无需刷卡、扫
码”。不少人看到后都说这样方便
多了，既省事又安全。此前地铁部

门发布的消息是，免费乘车但需刷
卡或扫码。但这样一来，在出行高
峰时段很容易造成人群过度聚集，
产生安全隐患，直接进站乘车显然
是更为周全的方案。此次春节假期
无锡有 49 家景区免费开放，另外有
部分景区每天免费赠送一定数量的
门票，但前提是要提前预约，以防止
游客集中出游造成拥挤等情况，但
在具体的预约方式上还要再人性化
一些，有的景区一个身份证只能预
约一张门票，市民想给孩子、老人预
约门票就比较麻烦。

由于被疫情困扰“禁足”了太
久，可以想见，这个春节假期很多
市民都会选择出门休闲度假，这对

于促销费扩内需是好事一桩，也可
以让城市恢复生机活力。因此，根
据情况的变化、市民的合理诉求，
及时调整服务保障措施是很有必
要的。在服务出行上，可在热门景
区周边挖掘临时停车资源、在出游
高 峰 时 段 加 开 公 交 班 车 或 接 驳
车。在服务出游上，将景区门票预
约方式改为分时段预约、一人可预
约 2 到 3 张门票，引导市民错峰出
游，也能更好地满足市民举家出游
需求。

另外，市民外出游玩购物时还要
做好必要的个人防护措施，口罩要规
范佩戴，聚餐时使用公筷，保持必要
的社交距离。 （石洪萍）

灵活应变，让市民开心过大年

1月19日一早，江南大学国际
教育学院来自也门的研一留学生
安静风，特地穿上他们国家的传统
服饰。灰色长裙和腰间的佩刀都
使他轻易成为人群中的焦点。他
如此隆重打扮的原因是，中国人最
重要的节日——春节将至，他将迎
来自己到无锡后的第一个春节以
及学校为留学生准备的惊喜。“这
个春节我最期待的就是收红包
啦。”他笑道。

当天上午，当副校长堵国成和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龚晓斌出现在宿
舍楼下时，第一时间就收到了留学
生们热烈的掌声。“谢谢老师，新年
快乐！”“新年好，恭喜发财！”接过零
食礼包、防疫礼包和新年红包时，留
学生代表们纷纷回赠各种祝福。虽
然他们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但喜庆
的年味在这一句句祝福语中越发浓
郁。

“2022 年我们学院仅有大约
40名留学生在校过春节，但今年有
95人留校，另有40多人住在校外，
也留在无锡过春节。还有好几十个
留学生到国内其他城市出游、探亲
了。”龚晓斌说，随着国家防疫政策
调整，自去年9月以来陆续有留学
生结束“云上留学”，来到位于无锡
的江南大学开始线下学习。龚晓斌
介绍，今年1月国家疫情防控政策
和举措进一步优化，预计今年9月
还将有120多名留学生回到江南大
学继续他们的学业。

过去三年，人员密集的高校、
中小学校等场所一直是疫情防控

的重点场所。“有些留学生3年都
没回国了，也没办法好好看看地大
物博的中国。”龚晓斌说，好在学校
老师们暖心的陪伴一直都在，“那
段时间，考虑到留学生可能会因语
言不通、文化差异等无法理解学校
的管理模式。老师们一直陪在他
们身边，通过交流、开展活动等让
留学生们了解规章制度，帮助他们
排解焦虑、孤单等情绪。”他透露，
除了送春节礼包和红包，今年学院
还为留校的留学生预定了符合他
们口味的“年午饭”，美味在除夕中
午揭晓。

今年春节对来自吉布提的留学
生卡德来说是特别的。他介绍，去
年自己还是一名单身汉，与老师们
在学校里庆祝春节。今年他与一个
中国姑娘结婚了，寒假后奔向妻子
所在地，与中国家人一起庆祝。“我
们做了诸如饺子等很多中国特色美
食，一起买年货，这种体验非常独
特！”他说。

在锡留学生们今年的春节体验
除了收红包、看春晚、唱歌等，也多
了外出畅游的选项。有留学生关注
到了春节期间无锡公共交通免费乘
坐、49家景区免费开放的消息，呼
朋引伴相约一览江南美景。来自巴
基斯坦的留学生顾长明用短视频记
录了他眼中年味十足的南长街美
景，邀请朋友们来无锡看看。来自
老挝的留学生苏洛计划和朋友们到
南长街等许多地方感受无锡的年
味。甜味“锡帮菜”深得苏洛的心，
他赞道：“无锡菜都好吃！”龚晓斌十
分赞同留学生趁节假日到处走走，
全面、立体地感知中国，了解中国节
日背后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人情，增
加留学的经历。 （陈春贤）

来华留学生
立体感知无锡年味

“我和爸爸忙着贴春联，挂福
字；爷爷奶奶负责收拾屋子；老妈在
厨房里忙着年夜饭的配菜。两年
了，这样熟悉的场景总算又回到了
我的现实生活。”除夕这一天，今年
23岁的海归学子于奕辰感受着家
里满满的年味，很是感慨。

兔年春节到来前，于奕辰终于
踏上心心念念的回家路。他就读于
美国纽约大学，已经有两年没在国
内过年了。前两年的除夕夜，远在
大洋彼岸的他都是通过视频、电话
和亲友拜年，每次看到视频里父母
的脸庞，以及摆满桌的菜肴，那份刻
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春节团圆、思乡
之情全部涌上心间。

这次春节，从未休过年假的父
亲、在扬州老家的爷爷奶奶都提前
赶回无锡，全家过一个团圆的春

节。于奕辰说，往年他们家的年夜
饭“煎炸煮炖，一桌子硬菜”，今年为
了减轻“掌勺”的负担但又不失仪式
感，全家人一致决定年夜饭吃火锅，
省时又省力。当然经典菜还是必须
保留的，他的父母是扬州人，大煮干
丝是全家人的心头好，母鸡汤、百
叶、火腿丝、虾仁、笋丝，大火烧开文
火煨煮入味，青、红椒丝和蒜白配
色，干丝入口软糯鲜美，用无锡话说

“眉毛都鲜掉了”。还有这道妈妈的
拿手菜——鱼香肉丝，酸辣开胃，也
是他的最爱，闻着香味口水都止不
住了。

开饭前，喝点啥饮料呢？于奕
辰拿出了在海外留学时练出来的技
艺——手冲咖啡，“咖啡配火锅，中
西合璧，完美！”

（杨明洁 图文报道）

从宜兴丁山中路拐进一条小
巷，宜兴乡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前沿科技创新研究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杨军的家就在这里。不大
的农家小院里，刚贴上的对联、客
厅里挂着的福字、墙上挂满的全
家福……满是浓浓的年味。几日
前，杨军从北京回到宜兴老家，妹
妹也从杭州回宜，兄妹三人就在这
农家小院里团聚了。

“1980年就离开家乡读大学，
奋斗四十载，领略了国内外数百个
地方的风土人情，但最忆依然是宜
兴。”杨军笑着告诉记者。每年春
节，杨军兄妹三个都会回到老房子
里过年。因为这里不仅有熟悉的
味道，更有最牵挂的人。天还未
暗，杨军的妹妹和弟媳就早
早地将食材准备好，今

天的团圆饭由家里最能干的弟弟
掌勺，老家在温州的妹夫还特意添
置了几道温州菜。“我呀，不会动
手，就是家里最会吃的一个。”杨军
的这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对
于家乡宜兴，杨军有着特殊的感
情，而对于家乡菜，杨军更是情有
独钟。“乌米饭、雁来蕈这两样是最
具宜兴特色，还有团子，每次过年
回来，大家围在一起包团子，这才
是宜兴人的年。”

清蒸鱼、各式卤味……一盘盘
菜从厨房端上餐桌，一家人围在桌
前，倒上红酒，举起手中的酒杯共
祝“新年快乐”。“新的一年，祝福宜
兴发展蒸蒸日上，祝福宜兴百姓幸

福 安 康 ，平 安 顺
遂。”杨军说。

（蒋梦蝶）

教授乡贤

奋斗四十载最忆是宜兴锡式幸福年

1月21日，除夕。我市49家景区同
步实行春节假期免费入园的第一天，各
景区游园人数大增，远超前两年除夕客
流量。无锡动物园全天入园16508人，
创下除夕之最。惠山古镇和鼋头渚景区
都达到了1.5万人。入夜后，前往灵山景
区辞旧迎新的游客也多达1.5万人。

赞 免费政策暖人心

早上8点刚过，王瑜带着她的两
个孩子来到无锡动物园。有着1000
个车位的停车场已有三分之一停了
车。“一周前看到了春节期间景区实行
免费入园的政策，我就忙着做功课。
18日，动物园开放除夕入园预约后，
我第一时间成功预约。明天还打算带
小朋友去惠山古镇看看民俗表演，初
三再去梅园探梅。”

在高校就读的陶颖是汉服爱好
者，她和同学约好除夕一早去梅园，利

用早晨的迷人光影和人少的机会拍几
张古装写真。陶颖表示，三年来基本
没怎么玩，尤其去年下半年一直在家
憋着，放开后，家门口的景区先来了一
波免费游，真是“久旱逢甘霖”。

春节期间，我市有49家景区免费
开放，景区活动精彩纷呈，丰富了市民
们的假期生活，营造了浓郁的新春氛
围。不仅如此，免费潮还延伸到了停
车、体育锻炼等领域。市民赵强上午
和朋友一起在体育公园打了一场羽毛
球，没花一分钱场地费。傍晚，他和家
人来到锡山区东亭街道的一家大酒店
吃年夜饭。停好车后，没见收费员来
录入停车信息。儿子告诉他，春节期
间无锡很多地方停车都实行免费，相
当于给大家发了个小红包。

旺 热情高涨人满园

灵山和拈花湾景区除夕的免费门

票都是“秒光”。灵山景区在告别旧岁
的最后一天里，游客总人数达到了2.3
万人，是壬寅虎年里游客最多的一
天。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也是三
年来游人最多的一天，基本上达到了
历年来除夕游客量的高峰。

尽管除夕游客散得早，但无锡动
物园全天仍接待了 1.65 万人，远超
2021年创下的6248人。惠山古镇和
鼋头渚的入园人数也远高于前一天。

客流量高涨，各景区保持平安有
序，离不开公安、城管、交通等部门工
作人员在除夕的坚守。市公安局提前
部署全警在岗，守护百姓平安跨年；城
管部门不仅为市民提供免费车位，还
派出大量城管队员维持停车秩序。

羡 用心用情引客来

同样热闹的还有我市的五星级酒
店，年初一至年初五的客房预订率高

达近九成，为历年春节之最。来自上
海的肖逸除夕夜吃完年夜饭，带着全
家人从上海赶往灵山，撞钟祈福，当得
知无锡春节期间实施一系列免费政策
后，赞叹不已。

免费政策如同一个强磁场，同样
吸引着外地游客。携程等多家旅游预
订网站的数据表明，春节期间无锡是
长三角地区最受游客欢迎的目的地之
一。各家景区使出浑身解数，向游客
提供丰富的文旅产品——灵山景区首
次燃放大型烟花，惠山古镇沉浸式演
艺，鼋头渚观鸟节和民俗文化展演，动
物园萌兔展……

春节假期，旅游业迎来开门红，预
计未来几天各景区游客数量将呈高位
运行态势。市文旅集团提醒广大游
客，为确保景区安全有序，当入园人数
达到瞬时最大承载量时，景区将暂停
游客入园，待园内游客数量下降后恢
复开放。 （卢易）

本报讯 1月21日上午，在无锡
火车站地铁闸机出口处，推着行李箱
赶去高铁站乘车的陈先生对记者说，

“这是无锡地铁给咱市民发的春节
‘红包’，暖心！”“前几天听说免费，趁
除夕回家过年，体验了一把，给力！”
陈先生在镜头里给无锡地铁点赞。

除夕当天，在无锡火车站，地铁
站通往高铁无锡站枢纽的通道里，大
包小包，走亲访友的乘客络绎不绝，
打工族老吴一家辛苦一年，赶在大年
三十回老家过年，“地铁里人很多，我

们一路都是站过来的，但秩序很好，
大家都戴着口罩，往不同方向有指示
牌，还有工作人员指引。”

搬运行李、协助购票、维持秩序、
指引“导航”，免费首日的无锡地铁各
个车站里，“红马甲”们来回穿梭忙碌
着。地铁站里人流很旺，由于闸机全
部打开，为避免乘客出现漏掉安检或
从出站口进站等状况，每个出口处都
有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指引。此外，不
少赶回家过年的乘客都携带了大件
行李，“红马甲”们会主动上前询问给

予帮助。
昨天，无锡地铁三阳广场站厅

里，玉兔迎春的喜庆装饰烘托出了热
闹的节日气氛。“春节假期叠加免费
畅行，无锡火车站、三阳广场站、南禅
寺站、无锡东站、盛岸站等枢纽车站
今天客流量明显增大，高峰时段的列
车几乎全部满载。”地铁三阳广场站
站长武文颖告诉记者，应对客流高
峰，运营服务工作提前做好预案，在
重点场站增加服务力量。

（孙倩茹 图文报道）

地铁免费畅行 客流

本报讯 1月 21日（除夕）至1
月27日（年初六），所有乘客可享受
免费乘坐无锡公交所辖常规公交线
路，不限次数。这是我市公交系统免
费时间最长、覆盖面最广、惠民力度
最大的一次。据悉，免费首日，预计
共运送乘客38万余人次。

21日上午8时28分，记者来到
体育中心南大门站，早已有乘客在站
台上等候，没过多久，就看到一辆车
头顶着“兔年吉祥”字样的106路驶
来。“大爷新春快乐，今天坐公交不刷
卡。”市民胡老伯刚登上停稳的公交

车，两位公交导乘员立马送上新春祝
福和提醒。“好彩头，没想到除夕一早
能坐上这么喜气的公交车。”开往梅
园站的路上，他一会儿看看车厢内

“兔飞猛进”等含“兔”字的谐音贺词，
一会儿又品品年味十足的对联、兔年
装饰画，临下车还不忘摸摸红彤彤的
灯笼和中国结。

“为了方便乘客，昨天连夜把所
有营运车辆上的投币箱封好，关闭
POS机，确保21日零点开始的免费
运营。”公交集团梁溪分公司党总支
副书记顾毓新告诉记者。

“这样的优惠举措，让市民觉得
很暖心。”刚从2路公交车上走下来
的市民马女士告诉记者，年里的计划
都排好了，大年初一还要走免费的太
湖隧道去拈花湾旅游。

“公交集团提前梳理出55条热
门公交线路，增加了120辆车、700
多个班次的运力。”公交集团营运管
理部副经理沈佳伟介绍，公交集团
又梳理出50多个服务点，安排120
多位服务人员上岗，为市民提供服
务。

（徐兢辉 文/时家辉 摄）

公交不限次乘坐 乘客暖

海归学子

咖啡配火锅，完美！

景区免费入园 开门

旺

暖

红

乐欢 夕除

除夕的灵山胜境，雄浑的钟声送
来新春祝福，绚烂的烟花绽放新春快
乐。昨晚，2023“乐游无锡 金兔纳
福”文旅系列活动启动，愉快与欢笑、
幸福与期待皆在其中。

人间烟火处，年味正浓时，这座城
市的特色正精彩呈现。进入灵山胜境
景区，灵山福运迎春非遗市集人头攒
动。舞狮闹春、五福临门贺新春、大环
舞、抖空竹，热闹的非遗表演吸引着大
家的眼球；惠山泥人、无锡纸马、无锡
精微绣、无锡留青竹刻、剪窗花、吹糖
人、捏面人、画糖画，无不寓意美好；富
贵发财糕、和美团圆糕、状元及第糕、
灵山福包、无锡青团、五彩圆子、好味
烧饼、幸福糖葫芦、暖烤蜜薯、雪花山
楂、黄金玉米棒还是老手艺、老配方，
依然是小时候的味道！人们停下了脚
步，沉浸在非遗文化中，与人间烟火气
扑个满怀。

这座城市的人们在过去一年写下
许多精彩故事。2023“乐游无锡 金
兔纳福”文旅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嘉
宾席醒目位置坐着三年来负重爬坡的
医务工作人员，筚路蓝缕的创新者、创
业者，“使命必达”的快递小哥、外卖骑
手，守护城市安全的公安干警、环卫工
人。我市文旅业向医务人员赠送“爱
心度假卡”，感谢这一年他们留给市民
无数令人感动的温暖瞬间。简短的仪
式后，预约的市民和游客依次撞响迎
接卯兔新春的钟声。

受邀参加撞钟活动的防疫工作者
王帆表示，寒冬挡不住春天的脚步，兔
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出无锡，看星辰
大海、览大好河山。

另一位受邀的市第九人民医院
足踝外科医生许同龙，刚刚结束在呼
吸科救治病人的工作，第一次参加灵
山撞钟，非常开心：“我是新无锡人，
三年来因为疫情留在了无锡过年，但
没有真正融入到无锡的过年氛围
中。这次零距离体验锡式过年，感觉
年味更浓了！”

这座城市的精彩，正散发着新
的魅力。“家乡变得太美了！”已在海
外求学和工作十年的张梅，今年春
节特意来到灵山撞钟，从回家的一
刻开始，就感到城市的变化很大，

“既感到亲切，也感到家乡变得更有
现代感！”

城市的精彩让游子欣喜，也让游
客更向往。“2020年之前，我每年春节
都来无锡旅游，这次等了三年。今天
我这一响要祝愿亲朋好友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企业兴旺发达。”来自上海
的王建军举起号码牌，排队等待撞响
吉祥如意的新年钟声，“以后还是会年
年来！”

时钟走到11 时 59 分。医护人
员、社区工作者、环卫工人、公安民警、
无锡好人等12位市民代表，走进钟
楼。在万余人“5、4、3、2、1”的齐声欢
呼中，大家奋力推动圆木撞向重达
12.8吨的祥符禅钟，共同敲响第108
响新年钟声，雄浑悠扬的声音响彻景
区。

与此同时，礼花弹在高空绽放。
灿烂的礼花此起彼伏，照亮了灵山天
际，为新年燃起第一份光华。每位市
民带着信心和憧憬走进了癸卯新年，
继续奋斗前行。

（卢易）

钟声送祝福
礼花绽快乐

年
夜
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