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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对垃圾有奖，这个可以有

巡塘
走笔

“夜经济”不应只是旅游经济、购物经济、美食经济，还可以是文化经济、演艺经济、体育经济、展览经济、网络经济。比

如建立无锡“夜经济”文化地标，可专注打造一台彰显地域文化的夜间表演大“秀”，在丰富“夜经济”内涵，推动演艺“夜经

济”发展的同时，拉动网络与自媒体的流量，助力形成无锡夜间经济“IP”；抓住夏季夜经济“黄金期”，利用晚间闲置的公共

文化场所、会展场所，引入高层次摄影、绘画等艺术展览，在活跃城市文化氛围的同时，做强文化消费“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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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择优在无锡观察 APP“观
山路”频道和无锡新传媒网“观山
路”频道呈现。

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每位居民在投放垃圾前把垃圾分类好，但很多人图省事，习惯性把所有垃圾装到一个袋子里一扔了
之。怎样提高居民在源头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我市一些社区尝试通过发放积分或兑换生活用品的方式，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
性。把这个好方法推而广之，还需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并尝试扩大物品兑换范围，比如积分换地铁乘车卡、公园门票等，引导更多市民
加入到垃圾分类行列中来。 （洪萍 文 / 罗琪 作）

如何文明养犬，承载了很多市民的
期待。近日，梁溪区金匮街道金匮苑社
区“文明养犬”议事厅一下子来了30多
位居民，大伙抛出一个个火辣的问题，
和社区书记、民警、律师、城管、物业人
员就如何文明养犬进行了一场热烈的

“头脑风暴”。
常言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

于养犬的人来说，必须要有一种内在的
自律。宠物粪便污染小区环境、宠物扰
民、宠物伤人，这些养犬负面信息的出
现，和宠物主人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养
犬的主人多一些自我约束，就会避免很
多因为养犬问题造成的麻烦和纠纷。
一位养犬的朋友就曾说，他遛狗前总是
先看看邻居家的窗帘有没有拉起，避免
犬吠扰民。而至于出门牵狗绳，乘坐电
梯时给狗戴上嘴套，更是出门遛狗的

“标配”。
对于小区文明养犬，还要有人

“管”。到底谁来管呢？小区物业、居委
会还是小区业委会的成员？建议可以
由小区居委会牵头，小区物业、小区志
愿者联合管理。对于一些文明养犬做
得好的家庭，可以通过小区宣传栏、小
区业主微信群进行宣传表扬，在小区形
成文明养犬“见贤思齐”的力量。当然，
对于一些不文明养犬的市民，还是要有
一些相应的处罚措施跟进进行警示。

除了“管”之外，还要对文明养犬多
一些引导。在一些城市的小区，建设了
宠物厕所。通过设立放置宠物便便清
理工具的场所，引导养狗的市民自觉及
时清理宠物粪便。应该说，这些文明养
犬的措施，对于引导市民养犬养成良好
的习惯，是积极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
但要真正见到成效，还需形成一种常态
化的管理机制。比如，在小区有专人负
责小区宠物厕所的清扫，对处理宠物粪
便的工具经常进行检查，及时补充缺失
的工具等。 （作者系公司职员）

治理不文明养犬
要“管”还要“引”

□ 陶象龙

时下正值毕业季，今年受疫情影响，许
多高校通过直播的方式将毕业典礼搬到线
上。前不久，江南大学举行2020年毕业典
礼，共计500余名毕业生代表到场参加，其
余5000余名毕业生通过收看现场直播的
方式参加“云典礼”。

虽然有现场直播，但因本人不能到现
场接受拨穗、与校领导合影等，不少应届毕
业生表示惋惜。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大学
毕业典礼对于每个人而言都具有特殊意
义，缺席现场典礼实属遗憾。尤其是拨穗
是宣告自己正式毕业的仪式，不少毕业生
也会带家人来见证自己告别校园时的瞬
间，缺少了这个环节，对于很注重仪式感的
学生而言，的确非常遗憾。

遗憾虽有，但“云毕业典礼”同样珍
贵。疫情防控背景下，“云毕业典礼”是较
为适合的一种处理方法。而且，高校举办

“云毕业典礼”相较于现场举办典礼增加了
一些可通过直播展示的环节，也比现场典
礼多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体验。江南大学在
这次“云毕业典礼”中加入了视频暖场及毕
业生串唱歌曲的环节。南京邮电大学更是

“出动”机器人，代替毕业生接受拨穗。部
分高校甚至提出，今后任何一年的毕业典
礼都为今年未返校的毕业生虚位以待。这
些举措或多或少能够弥补毕业生不能到场
的缺憾。

对于广大毕业生而言，仪式固然重要，
但更要关注师长的谆谆教诲。实际上，高校
之所以为高校，在于培养健全人格，而毕业
教育正是高校教育中的关键一环。往往毕
业典礼上，校长会发表讲话，讲话中蕴含着
学校对莘莘学子的祝福、关照，也蕴含着高
校的教学理念及深厚的人文精神。江南大
学校长陈卫院士对毕业生提出三点期望，希
望他们关注自我提升，相信宁静致远的力
量；希望他们关心国家发展，相信科技创新
的力量；希望他们关切社会进步，相信情怀
大爱的力量，不难看出学校对学生的谆谆教
导。东南大学校长张广军院士寄语毕业生，
敬畏生命、共克时艰；崇尚真理、创新报国；
决胜未来、止于至善，都是将校训与爱国主
义精神融入到了对毕业生的期望之中。

学校是每一位毕业生的母校，即使离
开了校园，毕业生也时刻牵挂着母校的一
举一动。现代信息技术发达，网上直播毕
业典礼可以让毕业生亲人和广大校友在网
络上一起感受典礼的庄严时刻，而且通过
连线亲友、校友为毕业生送祝福的方式，能
让毕业生更加信心满满地踏上人生新旅
程。

（作者单位：宜兴市丁蜀镇紫砂村村委会）

“云毕业典礼”
同样值得珍藏

□ 孙一凡

受疫情影响，很多实
体书店在停业期间几乎
没有任何收入来源，还要
承受租金、员工工资和回
款账期的压力，即使有序

营业后，也面临着客流量锐减的窘境。一大
批实体书店想尽办法纷纷“自救”：或开辟网
络运营销售渠道，寻求物流合作、借助外卖
平台提供代买跑腿业务；或利用读书会、书
友群等线上活动分享读书感悟、聚拢人气；
或尝试用日渐火爆的淘宝直播、抖音直播

“带货”，吸引更多年轻读者……无论是主动
出击还是形势所迫，原本就受到网络电商和
电子阅读强烈冲击的实体书店行业正经历
着深刻的转型变革。

其实，实体书店的转型并非新话题。
近年来，随着网络电商、电子阅读的兴起，
实体书店的销售额一直呈下降趋势，不少
中小民营书店生存成了难题。各地都曾
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对实体书店的扶持力
度，比如早在2017年，我市就出台了实体
书店扶持办法，对实体书店全民阅读推广
活动、创新发展理念、拓展新的营业场所

等进行资助、补贴、奖励扶持。疫情期间，
多个省市也对困境中的实体书店进行租
金补贴、减免行业税、协调低息贷款。然
而，长远地看，真正决定实体书店能否可
持续发展下去，是其自身清晰的盈利模式
和造血能力。

何为清晰的盈利模式？对于实体书店
而言，首先定位很重要。在没有价格优势
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会走进实体书店？
对于重视体验感的读者，去书店挑选、购
买、阅读本身就相当具有仪式感。比起去
咖啡馆，一些自由职业者更想找到一个相
对安静的氛围坐下来。热爱分享生活日常
的年轻群体走进书店很多并不是真的想买
书，而是喜欢书店的装修环境拍照留念发
微博朋友圈。实体书店的角色已经不再是
书籍的“销售点”，而是一个让人可以驻足
静思、享受生活的文化空间，也成了城市的
一种文明坐标。

面对越来越大的挑战，各类书店都站在
自己的定位上不断推陈出新，试图迭代产品
线，提高自身造血能力。有的针对读者需求
把空间租赁出去开办沙龙讲座、交友聚会；

有的自主开发线上平台扩大宣传、线上订
购、专属定制；有的打造24小时营业的夜间
图书馆式书店、社区亲子图书角、医院便捷
书报亭等；有的则采用会员制，通过充值、优
惠等策略，抓住读者的心。然而需要提醒的
是任何升级都要“因店施策”，一些中小型书
店如果盲目跟风做线上平台，不仅可能收获
平平，还浪费了前期投入，很多书店效仿抖
音直播，但不得不面临着由于价格没有优
势，读者看了直播推荐转身就去网上搜索下
单的尴尬，在这个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时
代，统一限制网上书价的可操作性不高，而
行业内由当当网发起的线上线下图书同价
能否复制推广还有待观察，针对这种情况，
倒不如开阔思路，尝试与网络书店合作，让
实体书店成为网店的现场展示和引流广告，
网店按照成交费用分成给书店，达到合作共
赢。

需求倒逼供应，优化升级才能赢得更多
读者，期望行进中的实体书店转型，能带给
爱书人独特而富有意义的文化体验，在这座
城市的某个角落释放沁人心脾的书香。

（作者单位：无锡市震泽军休所）

实体书店迭代升级要走好融合经营之路
□ 蔡淑野

挖掘“夜经济”消费潜力，培育城市消费
新业态新模式，在经济下行压力空前的当下，
对于助推经济发展，恢复城市活力，具有特殊
作用。

发展“夜经济”，无锡的条件得天独厚——
湖山合璧、风景如画。旅游资源就是无锡发
展“夜经济”基础性的“法宝”，纵观世界各旅
游胜地，往往也是“夜生活”“夜经济”最活跃
最丰富的城市。无锡更有一些名头响亮的
旅游节庆品牌“加持”，如樱花节、杜鹃花节、
桃花节等，花卉品质与赏花感受在国内均有
口皆碑，“太湖明珠 江南盛地”所蕴含的城
市形象及美誉度，让无锡具有发展“夜经济”
的无尽底气。同时，便捷的大交通让无锡

“夜经济”有了更大范围聚人气的“资本”。
此外，南长街、拈花湾、融创茂以及动物园夜
游等已形成了各自的夜游特色，积攒了相当

的人气。可以说，基于深厚的本土文化和区
域的独特资源优势，无锡发展“夜经济”可以
避免和其他城市的同质化，并通过厚植优势
做大做强“夜经济”。

相关部门可充分利用无锡传统特色景
点，结合现代人气商圈，聚焦汇聚人气，从
打造夜游主题游乐活动、发展夜游特色餐
饮、繁荣夜游时尚购物、亮化美化夜游环境
等方面着手，升级发展夜间经济。把南长
街、南禅寺、崇安寺、小娄巷、锡惠公园等特
色景区串珠成链，以历史融合现代的夜景
打造、文旅演艺、特色展示、商街夜市等多
种形式，推广丰富夜间游览内容；依托湖滨
商业街、南长街、南下塘、站前商贸街等特
色成熟街区，提升夜间美食文化的展示和
体验，汇聚人气。依靠古运河、中山路、太
湖广场、融创茂、河埒万达广场等区域性商

圈及地标性项目，开展运河夜游、节庆灯光
秀、广场文化演艺等特色夜间活动，打造

“夜消费”地标，提升消费活跃度；实施城
市、重点景区和主要道路夜间灯光造景工
程，做好夜景打造、装饰照明、标识指引等
工作，建设具有独特江南韵味的“夜景
区”。同时，加强市内夜间“小交通”的运营
保障，优化步行街、单行线、泊车位等夜间
交通微循环管理，增加夜间公交、适度延长
公共交通运营时间，科学规划共享单车、共
享车位等设置。依托无锡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及物联网产业发展优势，部门协同加强
夜间治安市容及消费维权管理，推进“网格
化”夜间经济运营保障体系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夜经济”不应只是旅
游经济、购物经济、美食经济，还可以是文
化经济、演艺经济、体育经济、展览经济、网

络经济。比如建立无锡“夜经济”文化地标，
可专注打造一台彰显地域文化的夜间表演
大“秀”，在丰富“夜经济”内涵，推动演艺“夜
经济”发展的同时，拉动网络与自媒体的流
量，助力形成无锡夜间经济“IP”；抓住夏季
夜经济“黄金期”，利用晚间闲置的公共文化
场所、会展场所，引入高层次摄影、绘画等艺
术展览，在活跃城市文化氛围的同时，做强
文化消费“夜经济”；完善城市慢行步道系统
建设，盘活闲置商业地产资源，改造为休闲
场所，打造健康“夜经济”。培育更多的城市
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使各种“夜经济”形态串
联渗透，挖掘夜间消费潜力，改进供给刺激
需求，产生催化经济的“裂变”与“耦合”。通
过多措并举，厚植优势，无锡“夜经济”定能
成为城市新的消费增长“亮点”。
（作者单位：无锡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

新闻回放：为进一步加强深圳市医
疗卫生机构卫生间等基础环境管理，改
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舒适体验感和对
就医环境的满意度，深圳市卫健委将推
出《深圳市医疗机构卫生间建设与管理
指南》地方标准，在医疗机构推进“厕所
革命”。卫生间有全自动推拉门，每个
厕位对应位置均配置了紧急呼叫按钮，
坐便器增加自动换套系统及辅热坐垫
等。 （据6月26日《深圳特区报》）

快评：提起公厕革命，人们一般会
联想到景区或者道路两侧的公厕。公
厕干净整洁，能够提升景区和城市形
象，也能够反映一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
水平。但是不少医院的公厕确实存在
阴暗潮湿、异味扑鼻的问题，影响人民
群众看病就医的舒适感。公厕革命不
该有遗漏，对一些存在瑕疵的医院开展
厕所革命很有必要。有了干净整洁的
厕所，患者的就医环境就会变得更好，
满意度也会增强。 （汪文）

厕所革命
不能放过任何角落

新闻回放：为进一步推广公筷公
勺，都江堰市文明办近期将推出“点外
卖送公筷”活动。只要是在都江堰市域
范围内，市民在美团外卖平台点餐就有
一次抽奖机会，奖品不只是公筷公勺，
还有水杯、背包等小礼物。除了点外卖
送公筷公勺，都江堰市还开展“文明餐
桌”系列直播，通过镜头带大众来深入
了解“文明餐桌”里的故事。

（据6月26日《成都日报》）
快评：使用公筷公勺能够有效避免

餐具不洁引起的病毒交叉感染，这是对
自己也是对他人健康负责。尤其是疫情
发生以来，使用公筷公勺、推行“分餐制”
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让更多人能够
树立分餐和使用公筷公勺的意识。不只
是通过报纸、电视、网络公益广告进行
宣传，也可以借助更多有益形式，如点外
卖送公筷、网络直播等，类似的善意提醒
内容接地气，形式新颖有趣味，值得点
赞。 （木青）

用更多有益形式
推广公筷文明

串珠成链，点亮无锡“夜经济”
□ 苏 纯

趣图
说事

如何精准出招提振消费？

邀你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