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巢青年”情感孤独需关注
锡山警方近日成功侦破一起网

络诈骗案，这是一起典型的“杀猪

盘”案件。“杀猪盘”是一句网络流行

语，指一种骗局把感情寂寞的人叫

做“猪”，建立恋爱关系叫做“养猪”，

最后的诈骗行为叫做“杀猪”。一些

空巢青年频频上当受骗，不法分子

的违法行为当然难辞其咎，但折射

的空巢青年们的情感孤独问题也需

引起重视。

背井离乡在国内一、二线城市甚

至在异国独自打拼的年轻人，被称为

空巢青年。有统计显示，我国有超过

5800万的人过着“一个人的生活”，

其中，独居青年 (20-39岁)已达到

2000万。远离熟悉的故乡独自生活，

身边缺少亲人的陪伴和关照，这些年

轻人很容易产生孤独感。大城市忙碌

的工作和不断增加的生活压力又会

强化这种孤独感和不安感。社交活动

少，缺乏感情寄托，尤其是当他们遇

到困难或者遭到挫折的时候，容易引

发各种心理问题。

空巢青年把生活过成了“没有聚

光灯的独舞”，但物质上的窘迫、不为

人知的艰辛、无所适从的寂寞依然会

在不经意间找上门来。对于空巢青年

自己来说，主动走出家门，寻找感兴

趣的事情，认识更多的朋友，能够帮

助自己获得更多的归属感。社区和单

位也应该开展不同的活动，吸引空巢

青年参加，比如发展他们成为志愿

者，既能帮助其增加邻里和社会之间

的联系，还能帮助他们融入社区环境

和社会生活。

（王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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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闻

本栏目与无锡市12345联动为您服务

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火爆“夜经济”引发中央媒体关注

全产业链让更多游客留下来
本报讯 经过国庆长假的忙

碌， 吕邵苍这两天终于又能在老
宅天井里的躺椅上偷闲片刻。 在
2019 无锡国庆旅游数据报告中，
他创办的莫宅成为“无锡网红打
卡民宿 Top1”。 无关山水田园，
没有农家野趣， 莫宅受到市民游
客青睐的背后， 与清名桥历史文
化街区着力打造夜经济不无关
系。

相关数据显示， 国庆黄金周
7 天， 街区累计接待游客逾 245
万人次， 收入增长超 11 个百分
点，其中，夜经济收入占比达到了
2/3。 火爆的夜经济也引发了央
视、 人民网等中央媒体的关注，
《焦点访谈》将清名桥历史文化街
区作为和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天
津意式风情街并驾齐驱的“夜经
济代表”。

“近年来，大家都觉得古运河
的夜越来越丰富多彩， 夜间文旅
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江苏古运河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部
长尤骏钦表示， 多措并举构建全
产业链大格局成为清名桥历史文
化街区夜经济成功的关键， 尤其
是重点发展住宿业， 有针对性地
引进与景区建筑风格、 文化底蕴
相吻合的主题精品酒店， 让更多
游客能够留下来。除了“推开门食
人间烟火，关上门享遗世独立”的
莫宅外， 祝家花园、 花筑小团
月、普奢酒店、财富古运河酒
店等一大批酒店、 民宿的出
现，给了游客更多的入住选
择， 也补全了囊括吃住行
游购娱的“运河十二时
辰”。

沿着南长街一路前
行，不停变幻的各色光影
伴着潺潺的运河水，与“古
运河灯会” 布置的 48 组彩
灯交相辉映，加上阵阵薄雾，
营造出梦境一般的氛围。灯火

通明的店铺，精巧设计的灯饰，川
流不息的游船， 让千年古运河畔
的夜晚热闹非凡。 10 月 6 日，清
名桥以南的运河两岸上演了一场
精彩梦幻的灯光秀， 为市民游客
奉献了一场光与影的感官盛宴。
据了解， 灯光秀在年底前将成为
景区的常规表演， 每天在固定时
段进行展示， 节假日还会有特别
展示，通过全息荧幕等技术，成为
无锡夜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长假期间， 来自浙江东阳的
竹编、 木雕双料大师何红兵又增
加了不少粉丝， 展呈在南长街新
店里精美的竹编、 木雕作品深受
游客喜爱。非遗传承、文创产品以
及体验性、 互动性强的商铺集聚
街区，不仅增加了互动性，也带动
了街区整体文化品位的提档升
级。“经过近年来不断实施业态更
新，街区内文化、餐饮、零售、休闲
等重点业态每年都有新热点，这
种新鲜感让市民游客始终对这里
心有期待。 ”尤骏钦说，街区每年
组织的数百场次文商旅融合主题
活动，不断创新游览体验，也吸引
着外地游客将这里作为夜间旅游
目的地。

（卢易 陶蓁 图文报道）

我市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杜绝“任性执法”
本报讯 相信市民对执法记录仪

应该不陌生，在城管、公安等部门执法
时比较常见。 其实类似的执法主体全
市有 50 个之多， 但一些主体因缺乏
监督，会存在不规范、不作为的情况。
针对这些问题， 目前我市正加大力度
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让执法在

“阳光”下进行。
据市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协调

处负责人介绍，执法公示制度、执法
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制度是今年我国重点推行的行
政执法“三项制度”，各省市都在积极
推进，9 月， 我市相关实施方案出台。

“其实执法公示、执法记录无锡此前也
是有的，但非硬性要求，而属于软性指
标。所以大家会看到公安、城管等部门
使用执法记录仪， 而一些部门执法时
却看不到。”该负责人说，全面推进“三
项制度”，为的是保障执法公正、规范、
文明、严格。

该负责人指出， 执法公示制度重
在明确执法主体的合法性， 自觉接受
群众监督； 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在监督
执法取证、规范执法程序；法制审核制
度重在保证合法行政， 确保每项重大
执法决定必须经过合法性审查， 使执
法者不越过权力的边界。

按照计划，今年年底我市“三项制
度”的实行率将达到 90%，到 2020 年
将达到 100%。 相关人士表示，因为涉
及设备采购、人员配备等问题，所以会
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据了解，在保证“三项制度”落
到实处的基础上， 市司法局也在探
索如何创新。 上述负责人表示，未来
各部门的执法数据共享可能会是一
个主流趋势， 他们正在跟市大数据
局就相关平台建设进行接洽。 同时，
也将通过人身安全保险、奖励、容错
纠错等激励机制来激发执法人员的
积极性。 （穆穆）

“免费体验”不免费？
当心手机App扣费套路

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本想
只开通一个月会员， 却在第二个月被
自动扣费；想解除自动续费，找了半天
也不知道如何取消。 近日， 无锡市

“12315” 全系统接到多起关于手机
App 自动扣费的投诉，“免费试用”不
免费等问题频发。

无锡市民李先生发现自己的银
行卡每个月都会被扣 35 元。 通过查
看扣款记录，他得知一款名为“趣还
钱” 的 App 正在他卡上每月扣除了
35 元会员费。李先生这才想起此前他
曾开通过“趣还钱”服务，不用之后，
并没有操作续费。 李先生当即拨打该
App 客服电话要求停止扣费并返还
已扣除费用，然而客服电话却一直未
接通。无奈之下，他拨打“12315”进行
投诉。

经无锡市新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安分局执法人员调查，App 商家共
扣费 10 个月共计 350 元， 其中李先
生实际使用该 App 的会员服务为 3
个月。 经调解，商家同意退还 7 个月
费用共计 245 元， 李先生表示同意。
除了李先生， 不少消费者都曾遇到类
似的问题。 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掉
进了一些手机 App 的自动续费“套

路”。有消费者看到苹果应用商店中一
款拍照 App，在首页写着“解锁更高
级功能———点击免费试用”，点击进去
却莫名开通了付费包月服务。原来，所
谓的“免费试用”是购买每月的包月服
务，然后才能获得赠送的“7 天免费”
会员服务。

一些 App 的页面顶部， 常出现
“一分钱体验 7 天会员”“5 块钱充值
一个月会员”等诱人标语。但消费者充
值后， 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连续遭遇
扣费。 对于此类活动，部分 App 往往
在诱导性标语和图案上， 使用夸张的
字号，但在活动宣传页的某个“角落”，

“悄悄”标注“1 分钱体验会员将尊享
连续包月会员特权， 自动加入连续包
月计划”等协议，用户只要付费就相当
于同意了协议条款。

“12315” 工作人员认为， 手机
App 在付费充值中“玩套路”，其实
是在利用消费者的信息弱势地位，
达到误导消费目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赋予了消费
者知情权，一些 App 以不明显的方
式提示消费者同意自动续费的服务
条款，是对消费者充分知情权的一种
侵害。

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 在开通
App 会员时要看清条款内容。如果找
不到关闭自动续费的选项， 可以在微
信或者支付宝上操作，关闭自动续费。
一旦遇到自动续费陷阱， 要多搜集证
据，及时与服务提供方进行协商。如果
协商不成，可拨打 12315 或通过无锡

“智慧 315”平台投诉。 (殷星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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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在益家残疾人之家举办，广益街道组织

10月份出生的群众、党员及残疾人群体等一起制作蛋糕、高歌《歌唱祖

国》，共同欢庆生日。 （朱吉鹏 摄）

昨天，施工人员在惠畅里小区施工。梁溪区新一轮老新村改造日前全

面展开，听松坊、西塔影苑等老旧小区约70万平方米将进行雨污分流、停

车位、墙面翻新等改造。 （陈大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