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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以
来，我市各中小学课后服务要求再规范、
服务再升级。2月23日从市教育局获
悉，我市部分区域、学校创新举措，进一
步丰富课程资源，提升课后服务质量。
另悉，市教育局还明确了中小学课后服
务期间，每周至少上两节体育课、两节艺
术课。

我市自2019年2月实施课后服务以
来，不断扩大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质
量。2022年起开始一年一度遴选第三方
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弥补校内专业师
资不足，减轻教师压力，丰富学生课程资
源。近期，各区陆续公布2023年第三方

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遴选结果。市教
育局基教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从此次遴选
情况可见，本学期常态化开展线下教学，
第三方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的积极性
提高了。比如市直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
服务入选的第三方机构共29家，比去年
多了14家。应学生和家长对提升体育、
艺术素养的需求，本学期我市明确各校每
周课后服务至少提供两节体育课、两节艺
术课。采访获悉，部分学校此前课后服务
期间安排的体育、艺术课已经满足要求。
另有部分学校自本学期开始按照要求安
排体育、艺术课程。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第三方机构提供的体育、艺术等课程相比

去年更加丰富，增加了诸如短式网球、击
剑、交响乐团、双排键等课程资源，让学
校、学生有了更多选择。

无锡市江南中学初一年级学生2月
20日起开启课后服务新体验。“本学期我
们融合校内外资源为学生提供大约20
门课程，同学们统一在网上选课，网球、
创客机器人等课程仅十几秒就满员了。”
该校副校长秦立刚表示，今年学校在遵
守新要求的基础上，还将推进与东南大
学以及本地高品质高中合作，在课后服
务时间段探索贯通式培养方法，为拔尖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提供相关课程。

本学期，新吴区教育局借助教育信

息化平台推出了“五育类线上双师课
程”，共分7个类别，包括128节科技探索
课和192节综合素养课，还配备1000套
科技探索类配套资源材料盒，由专业名
师在线讲解与经过培训的校内老师线下
配合讲授。目前全区学校每周每班至少
开设一节“双师课”，大大丰富了课后服
务课程资源，有效解决校内素质类课程
师资不足的问题。

市教育局还通过课后服务平台对全
市学校、课程资源、师资以及第三方机构
进行统一监管。我市还将健全第三方机
构评价体系，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助力学
生成长。 （陈春贤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时隔一年，无锡荡口民
谣音乐节在这个春天温暖回归。日前
从荡口古镇获悉，2023无锡荡口民谣
音乐节将于4月1日—2日在荡口古
镇举行。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民谣音
乐节的演出阵容、舞台演出模式和现
场体验趣味将全面升级。

据了解，今年无锡荡口民谣音乐
节的演出阵容，由2021年的14组歌
手&乐队升级到22组歌手&乐队。4
月1日—4月2日，每天将有11组风
格各异的舞台演出，带大家在荡口的
春光中感受音乐带来的快乐、活力与
感动。

阵容升级的同时，无锡荡口民谣
音乐节也在持续探索多元化演出内
容。本次参加音乐节的22组嘉宾中，
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手，也有近年
来势头正旺佳作频出的唱作歌手&组
合，还有别具一格的乐坛新势力，不同
风格的嘉宾组合搭配，能够满足“70
后”“80后”“90后”“00后”各年龄段
乐迷的喜好。

“对于舞台来说，今年的音乐节将
启用双舞台模式，主舞台‘花笑’将由
重磅嘉宾坐镇强力献唱，副舞台‘春
晖’则由国内乐队及DJ轮番献演。”古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演出当天，两个舞
台接力演出，观众可以跟随舞台的变
换感受不同风格音乐带来的美妙氛
围，迸发新乐趣，带来新体验。与此同
时，本次的舞美设计也基于音乐节主
题再度升级，超大屏幕与绚烂视觉带
来顺畅的情绪流，增强体验感与互动
感。

除了在现场感受音乐的魅力
外，荡口古镇还设置了 10 个体验
区，涵盖手工、美妆、拍照、艺术互
动、社交、美食、市集等年轻人新潮
的生活方式。 （尹晖）

荡口民谣音乐节
4月举行

个人破产制度在“破冰”中，
这项制度的推广是否意味着欠
债还钱不再天经地义？答案是，
这项制度并不是对传统观念的
冲击，而是适应当下的现实需
求。

据最高院统计，在进入执行
程序的案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
案件属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案件，案件背后隐藏着大量自然
人或个体，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程
序退出市场主体，占据了大量执
行司法资源。“不仅如此，个人负
债也成为一颗‘定时炸弹’，讨债
不成、分配不均等易让债权人感
到焦虑和不公平，从而发生不当
催债的行为，社会治理成本加

大。”沈君说，个人破产制度正是
建立有序清偿规则，在诚信债务
人能够最大化偿债的基础上，让
债权人能公平受偿。一定意义
上来说，个人破产制度是对债权
人的利益和“诚实而不幸”的债
务人双向保护。

“在实践中，债务免除可能引
起的道德风险成为持反对意见者
最大的担忧，免责考察是个人破
产制度的重中之重。”市中院相关
负责人表示，在“类个人破产”试
点工作中，将设计更为严格的不
予免责事由、合理确定不予免责
债务范围，为国家立法汇聚“星星
之火”。构建个人破产制度，势在
必行，也正当其时。

思考 建立有序清偿规则

每周至少提供两节体育课、两节艺术课

本学期中小学课后服务再升级

本报讯 推窗见绿，开门见景，一个
个步行可达、小巧精致的口袋公园，形
成了街头、社区的共享“微空间”，不仅
装点着城市的景致，也增添了市民生活
中的“小确幸”。去年下半年，住建部办
公厅印发推动建设口袋公园的通知，正
在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致力打造公
园城市的无锡走在了前面，交出一份全
年新建改造102个口袋公园的亮眼“成
绩单”，用一处处小而美、微而精的游园
拓展了市民的绿色活动空间。

走在经开区新园路上，市民们仿佛
置身一条“花园长廊”，沿新园路从五湖
大道至贡湖大道，一个个街角和道路交
叉口“变身”口袋公园，通过疏林透绿、
节点营造、组合花境等园艺手法，打造
出高颜值的“花园街区、生活景廊”。锡
山区盛源路街头公园的每个角落都透
露出设计的用心，精巧搭配的游园植
物、童趣十足的玩乐设施、景观别致的

休闲长廊、环绕公园的健身步道，共同
构成了周边百姓的幸福乐园。惠山区
首个城市家具主题展示区以口袋公园
形式诞生，呈现“家园”主题景观和体
验，并融入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及物联网
等高新技术应用，打造出一个颜值与智
慧并存的独具一格小游园。

绣圃、西浜公园、南长街游园……上
百个全新亮相的口袋公园难以尽数，值得
一提的是，其中不少公园都融入了提升城
市公共空间品质的复合功能，让百姓能够

“乐享”游园。新吴区江溪滨河公园被打造
成一个全时、全季、全龄的活动乐园，鼓励
全民健身。宜兴巷头社区的“稚趣园”以童
趣为主题，让孩子们攀爬巨大的飞机滑梯、
坐上放飞心情的秋千吊椅，尽享儿童友好
城市的美好。虽然只是锡城公园家族中的

“袖珍成员”，口袋公园在装扮城市样貌的
同时，也满足了周边居民的多元需求。

从市市政和园林局获悉，今年，我市

计划新增包括锡山区恒春路游园、经开
区宪园道游园等50个以上小游园，进一
步提高公园绿地覆盖率。在选址上，将
优先选择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
盖不足的区域，在设计和建设上，注重保
护原有地貌和老树并优先选用无锡乡土
植物，同时充分考虑周边群众需求，特别
是“一老一少”的需要，打造全民共享的
高品质绿色“微空间”。

越来越多的家门口小游园也对长效
养护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随着城市
公园开放共享的发展趋势，公园与街道

“无界融合”，给管理带来一定难度。从
市政园林管理部门了解到，这些小游园
的养护将按照最新印发的《城市绿化相
关规范标准汇编（2022）》中口袋公园的
相关规范执行，而不是简单按照道路绿
化标准，力求将公园的景观赏识、游憩服
务等功能保持在最佳状态。

（朱冬娅 图文报道）

口袋公园“兜”起民生微幸福

今年再添50个高品质共享“微空间”

24件案件达成清偿方案，豁免债务
2738万元——

个人破产制度“破冰”
欠债还钱不再天经地义？

去年1月，无锡全域启动“类个人破产”试点工作，探索兼具
“救济诚实而不幸的人”和“预防逃废债”功能的新路径。一年来
取得了审理案件数量多、债务清理效果优的成效——审结
151件，24件案件达成清偿方案，豁免债务达2738万元。

豁免个人债务，与“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传统思想相碰
撞，听起来似乎有些刺耳：难道申请个人破产，就能免债了？

在“类个人破产”试点工作
中，无锡法院对试点对象的挑选
有严格的标准。这个标准，即聚
焦“执行不能”的现实问题，把

“执转破”作为导入类个人破产
程序的主渠道。

在新吴法院审结的一起类
个人破产案件中，当事人陆某因
研发新技术产品向民间资本大
量融资，但因研发失败，产生巨
额亏损。自2016年8月起，陆
某就因无力还债被诉至法院。
在执行阶段，陆某依靠原有经验
和技术替人打工，还款意愿强
烈。试点工作开展后，新吴法院
及时受理该案，在确认陆某全力

以赴清偿债务后，14家债权人
申报债权4689.26万元，最终确
认无异议债权2883.53万元，核
减债权1805.73万元，极大减轻
了债务人偿债压力，也为债权人
提供了公平的偿债方案。

“入口关”把好了，工作推
进也更顺畅了。据悉，自试点
工作开展以来，无锡两级法院
共排查执行案件1.57万件，移
送审查立案170件，涉及执行
案件764件，债务清理成功的
24件案件使123件执行案件得
到同步解决，实现了破解“执行
难”与帮助债务人脱困的双重
效果。

实践 严格挑选试点对象

“类个人破产”试点工作的
开展，并非债务人成为试点对象
后，所欠的债款就能“一笔勾
销”，而是以诚信为原则，从“前
中后”三阶段为债务人上“紧
箍”。

去年5月，潘某因涉及民间
借贷纠纷等多个诉讼案件，个人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请求
梁溪法院对其个人债务进行集
中清理。然而经审查，潘某在公
司经营期间，违规侵占公司财
产，致使公司破产；在公司即将
进入破产程序时意图逃避出资
责任……种种行为表明，潘某目
的为“逃废债”，法院及时终结其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

“不幸”是看得到的，而“诚
实”则需仔细甄别。“法院在程
序启动之初，引导债务人全面
如实申报财产；程序推进中，一

旦出现或者发现债务人的恶
意、不诚信行为，立即终止清理
程序，或驳回申请；债务清理方
案履行完毕后，明确在一定期
间内仍受相关资格、行为等信
用限制。”市中院金融庭庭长沈
君表示，诚信原则贯穿程序的
始末。数据显示，在无锡法院
审结的151起类个人破产案件
中，24件达成清偿方案，其余
有不少案件程序均因债务人

“不诚信”而终止。
不仅如此，最短为零、最长

五年的免责考察期也考验着债
务人的“诚信”。锡山法院在审
理周某案中，债权人会议一致表
决同意周某提交的债务清偿方
案及豁免条件，周某履行清偿计
划后，债权人又发现其隐匿财
产，法院则撤销债务豁免方案，
对周某恢复强制执行。

原则 个人诚信贯穿始末

□ 本报记者 张子秋

公益广告

新园路沿途口袋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