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心餐

昨日，北大街街
道丽新路社区的独
居、空巢、残疾老人在
社区“党员小屋”内欢
聚一堂。社区工作人
员、党员及志愿者陪
伴老人们一起吃年夜
饭。 （丽新 摄）

买年货

随着新春佳节的
到来，市民纷纷外出
购买年货。图为昨天
上午，市民在朝阳市
场购买年货。

（宗晓东 摄）

看无锡

热闻 编辑 蒋有为
视觉 俞 洋 组版 蒋茂忠

2023年1月20日 星期五

03

本报讯 1月 19日中午，在无
锡美团解放环线站，一道道年夜饭菜
品端上餐桌，现场的气氛热闹了起
来，数十名“小哥”和惠山街道的工作
人员一起包着馄饨，他们欢聚一堂，
提前吃上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年夜饭。

社区网格员在走访中了解到，
辖区不少外卖骑手选择留锡过
年。为了感谢他们在城市保供、物
资配送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惠山街
道决定请他们提前吃年夜饭。这
桌年夜饭是由社区的几位热心居
民和工作人员一起准备的。他们
几天前就开始预备食材，昨天一大
早忙着烧菜，中午时分还在现场和

“小哥”一起包馄饨，举办联欢活
动。“准备的是无锡人年夜饭必备
菜，都有美好的寓意。”惠山街道党
群部部长陆梅说。

“我老家在河南，家人没法团聚，
没想到街道、社区想到了我们，吃上
了年夜饭，让我们感受到了被牵挂的
感觉。”“小哥”孙鲁军说，平时都比较
忙，同事之间很难聚到一起热热闹闹
吃个饭，这样的形式又热闹又暖心。
当天，街道和社区还为“小哥”们送上
健康防疫包和年夜饭礼盒。

“今年过年不回老家，我们要保
障城市的正常运行。”老家在泰州的
女骑手徐唯介绍说，吃年夜饭的这个
地方也是美团骑手的党员活动点，她
和同事们把这里作为聚集点，参与了
很多街道、社区的志愿服务，特别是
之前疫情期间免费为有需要的老年
居民送药送物资，“这里就像家一样，
街道、社区就是我们的家人，他们温
暖我们，我们也要守护他们。”

（韩玲 图文报道）

街道请“小哥”提前吃年夜饭

“脚踏糕还有吗？”1月19日一
早，沈静娟就接二连三地接到订购电
话。在惠山区玉祁街道农贸市场东
大门的宏凤年糕直销店内，各种手工
制作的糕团刚刚从作坊热气腾腾地
送到门店，就马上被守候在此的顾客
买走。兔年新年临近，作为惠山乡村
年味的“代言”，各色糕团在线上线下
火爆销售。从主要产地玉祁和阳山
生产作坊的初步统计显示，从3年疫
情中走出来，乡村糕团重振旗鼓，仅
今年1月以来的半个月左右，销售
量已达到往年整个春节前后近2个
月的总和。

在锡城百姓的美食记忆里，玉祁
的市级非遗宏凤脚踏糕和阳山糕团
都是年味的“担当”。近几天，乡村糕
团受邀在市农博会、多地年味节上设
点，成为销售热点。18日，沈静娟带
着1万条脚踏糕参加无锡经开区的
一处年货销售活动，半天不到一售而
空，更多的百姓现场加微信，手机上
订糕。阳山的如意村近一周来每天
卖掉近3000只团子和近千条糕，供
不应求。走进糕团作坊，制作师傅手
揉拳捶，还有传统的脚踩工艺，软糯
香甜的糕团引人垂涎。

乡村年糕热销的背后，是走过三
年食品安全整治提优工程的提档升
级。据惠山区商务部门介绍，目前，

阳山镇有6家糕团小作坊、60余家
糕团经营店铺，其中3家糕团小作坊
获评省级名特优小作坊、“锡食名
坊”、惠山区名特优小作坊，5家经营
店获评市农村食品经营规范店。市、
区通过激励“创先争优”，守牢了食品
安全底线，还带动阳山糕团行业的整
体升级。目前，阳山镇会同相关部门
正在制定阳山糕团质量标准，推动标
准化、规范化的高质量生产经营。

惠山乡村糕团从传统销售模式
走出来，网络成为主渠道。“欢迎糕糕
粉进入直播间，我们直播的内容是关
于糕的……”这几天，宏凤年糕坊微
信视频号内，熟悉的直播问候刚刚响
起，就吸引了数十位粉丝的关注，下
单不断。沈静娟是脚踏糕制作技艺
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领办人，8年前
从天津辞去稳定的工作回乡，致力于
推广江南糕团文化。2015年创业伊
始，沈静娟就尝试通过“非遗+互联
网”的形式，将脚踏糕卖向全国各
地。虽然2022年12月因疫情影响了
销售额，但今年1月以来，线上销售突
破40%，整体销售额近30万元，“损
失基本追回来了。”她说。

多渠道销售模式的开拓，使脚踏
糕和阳山糕团都走出了前几年下行
的影响，开始“热气腾腾”地踏上发展
新路径。 （裘培兴）

乡村糕团：线上线下年味“担当”

本报讯 “今年春节，地铁免费乘
坐，那还需要刷‘码上行’吗？”“单位给
留锡员工发的免费乘车兑换券具体怎
么使用？”无锡地铁15日发布春节期间
免费乘坐的消息，市民出行热情高涨，
昨天，地铁运营公司公布免费细则。

根据无锡地铁免费乘车“新春大礼
包”：1月21日（除夕）至1月27日（年
初六），所有乘客可不限里程、不限次数
免费乘坐地铁出行。免费细则显示：持
市民卡、太湖交通卡、江苏交通一卡通、
银联卡的“有卡一族”，及使用支付宝
APP、“码上行”APP、“灵锡”APP、无锡

智慧公交APP、智汇交通APP、云闪付
APP、江苏银行APP的“有码一族”，刷
卡或刷码即可进站免费乘车。使用实
体计次卡、纪念票（单程、计次）、企业定
制票（单程、计次）、星图金融APP、无
智能手机等需要帮助的乘客，可寻求车
站人员协助，免费领取一张单程票，当
日当站使用。

据悉，除春节期间免费乘车外，自
1月10日起，无锡地铁还面向外地留
锡职工发放了50万张免费乘车兑换
券，通过贴心优惠和暖心服务稳岗留
工。 （孙倩茹、陈霏）

无锡地铁公布春节期间免费乘车细则

坐地铁刷卡刷码不扣费

本报讯 发现城市之美，助力打造
“全国最干净城市”。近日，随着获奖名
单出炉，由无锡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无
锡市中糖酒业有限公司、江苏今世缘酒
业销售有限公司协办的“国缘V3——
我在无锡遇见美”随手拍摄影大赛正式
收官。

大赛累计收到500余件参赛作品，
网络累计访问量超10万，点赞总数超
8万。经专家评审，在总计超500余件
的参赛作品中，最终有11件作品脱颖
而出。其中，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

三等奖3名，另有5名获得入围奖。
摄影作品记录着城市的点滴变化，

与城市发展彼此成就。本次大赛通过
鼓励全市摄影爱好者拍下城市的美好
瞬间，进一步宣传了无锡打造“最干净
城市”的工作成效，让市民成为城市的

“代言人”。 （沈莉琛）

“我在无锡遇见美”
随手拍摄影大赛获奖名单揭晓

扫 描 二 维
码查看完整获
奖名单>>>

本报讯 “实在抱歉，我们的民
宿已经预约到正月初五了，如果有房
间空出来，我再联系您。”1月17日，
在位于滨湖区马山街道古竹社区的
雅居客民宿，店方负责人景丽辉一边
接听预订电话，一边招呼店里的工作
人员接待入住的客人。

古竹社区是长三角地区有名的
“民宿村”，南靠灵山胜境、北至古竹
运河、东至千波桥湿地、西临拈花湾
景区，辖区面积3.1平方公里，有上巷
头、下巷头等4个自然村。因紧靠景
区，近年来古竹民宿业发展迅速，截
至目前，共有70余家民宿客栈近千
间客房。“从正月初三到年初五的所
有房间，早在元旦就已被一位来自南
京的老客户预订了。正月初一至初
二的房间也被一位来自上海的客户

‘包圆’了。”景丽辉告诉记者，从元旦
前半个多月，每天的预订电话、在线
订单接连不断，如今临近春节，电话
和订单就更多了，大部分还都是老客
户，亦或是老客户推荐的亲戚朋友。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在预订的客户
中，家庭组团出游，“包个小院过新
年”成为体验年味的新风尚。疫情三
年来，大家的健康防护意识变得更加
强烈。据了解，这些“家庭团”往往由
几个小家庭组成，“包个小院过新
年”，避免了人员的大规模聚集，在保
护家人健康的同时，还能共同体验乡
村浓浓的年味，一举两得。

住民宿、赏民俗、过大年。同样
订单火爆的还有古竹社区的云庆民
宿，从年初一到年初五，几乎所有的
房间已经被预订一空。如此受欢迎，

因为这里不仅提供住宿，还在春节期
间特别推出了一系列的传统民俗活
动。记者在云庆民宿看到，负责人钱
龙英正和丈夫一起用红灯笼和彩灯
对院子和房间进行装饰，营造出喜庆
的年味氛围。民宿内，来自安徽的王
先生正在跟同行的朋友一起做团
子。“春节期间，游客来到我们这里还
可以酿米酒、做年糕、洗锅浴，体验具
有我们马山特色的传统民俗文化。”
钱龙英说。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不断优化
调整，旅游市场逐步回暖，不仅仅是
民宿订单增加，马山各中高端酒店的
订单量也在日益上涨。当地也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备好年货、策划
活动、做足年味，做好准备迎接春节
假期客流高峰的到来。 （徐啸雨）

住民宿、赏民俗，包个小院过新年……

马山“民宿村”做足准备迎客流高峰
本报讯 今日是大寒节气，明天就

开始春节假期了。大寒是24节气中最
后一个节气，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
即将来到，但从今日到本月底，寒冷都是
主旋律。

春节期间无锡气温如何？据市气象
台消息，这几天，零下似乎已经成为常
态，昨晨最低温是-3.1℃，不过好在中午
阳光明媚，整体不算太冷。未来几天这
样的晴好天气很难再看到了，春节假期
期间呈现“两头雨、中间多云”的现象。
21日夜里我市将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
雨量小到中等，最高气温则维持在10℃
上下。22日最低温将升至6℃，23日起
又有较强冷空气南下，我市风力增大，
48小时最低气温下降9℃左右，达到寒
潮标准。

25日是春运返程的高峰期，届时最
低气温维持在-3℃左右，路面将出现冰
冻。另外，26日夜里到27日有弱雨雪
天气过程，驾驶员驾车时需提高警惕。

（崔欣润）

假期头尾
降雨降温

本报讯 “爸、妈，今年无锡春节
送外卖的奖励很高，政府另给补贴，站
长说月收入可以过万！刚才还送来了
大礼包，我和女朋友就留在这里过年
啦！”19日上午，在“美团”金太湖站，
四川骑手程乔兴奋地和家乡的父母打
电话。刚刚，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人员
给部分站点送去新春暖心礼包，送去
节日的问候。截至目前，全市市场监
管部门已经将超2200份新春礼包送
到外卖“小哥”手中。

“谢谢政府关心，春节期间我们轮
流值班，请市民外卖照点，我们一定送
达！”昨天上午9点左右，“饿了么”五
爱站点的数十名骑手喜滋滋地翻看手
中的三盒礼盒：百草味坚果、徐福记糖
果和旺旺雪饼。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周
建辉将一份份礼包递到骑手手中，感
谢他们一年来辛苦的付出，特别是疫
情防控最吃紧的时候，为应急生活物
资保障作出了贡献。

今年，由于城市运力保供的需要，
不少外卖“小哥”选择留锡过年，保障市
民春节期间日常生活的需求。你们服
务锡城，我们回馈温暖，响应“稳岗留工
暖心”举措，江阴、宜兴、梁溪、滨湖、经
开等板块的市场监管部门，纷纷开展暖
心慰问活动，给骑手们发送爱心物资，
组织年夜饭。

“除了政府补贴，平台还为小哥设
置了留岗、返岗奖励，确保月均工资达
万元。”“美团”金太湖站长颜廷海介
绍，今年站点的40位骑手，有近30位
选择留锡过年，春节在岗，为群众提供
更周到细致的服务。

据悉，为让更多的“小哥”在锡感
受到暖意，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先期为
骑手配发口罩、新冠抗原、药品等各类
防疫物资超10万元，此外，通过美团、
饿了么平台发放用工补贴303余万
元，惠及近6万人次外卖骑手。

（周茗芳 图文报道）

你们服务锡城 我们回馈温暖

新春礼包送到外卖“小哥”手中

迎兔年 新气象

本报讯 虎跃前程去，兔携好
运来。市民漫步街头，时常能在路
边的花丛中看到一只只“萌兔”的身
影。近期，在市市政和园林局统一
部署下，全市各级绿化管理单位在
中心城区、公园景区、城市出入口、
主要道路等150多处重要节点精心
布置了一批农历新年主题花卉园艺
景点和园林小品景观，给锡城换上
喜气洋洋的“节日盛装”。

兔年到来，小萌兔当仁不让当
起街头气氛组的主角。中山路教堂
绿地上，三只现代造型的小兔构成
一组趣味园艺小品。小兔身下，长
寿花、银叶菊、角堇等花开正艳，为

车流不息的市中心街头增添了不少
绿色自然气息。沿中山路来到三阳
广场，一只大白兔跃上扬帆破浪的
宝船，在羽衣甘蓝、火焰南天竹、高
杆紫罗兰等十余种花卉植物的簇拥
下眺望远方。继续往北走到胜利门
广场，三只俏皮的兔形装置出现在
充满江南古韵风味的格栅小品前，
周边围绕着红色祥云图文，寓意玉
兔呈祥。植物造景上选取了颜色亮
丽的黄金菊、金鱼草等特色草花，组
成了简约优美的曲线。

据了解，本次节日花卉园艺景
观共实施约5500平方米，除了采用
时令花卉、绿雕花球等传统花艺材

料，还结合了大量亮化设施，以多元
化手法打造传统稳重与现代朝气相
碰撞的风格。蠡湖大道金城西路路
口北侧，错落有致的山形绿雕、组团
饱满的拱形草花分别勾勒出无锡的
山水意境，秀逸、灵动的玉飞凤翱翔
于祥云间，呈现出一幅山明水秀的
诗画江南景象。绿植丛中布置了夜
景灯光，营造出张灯结彩、万家灯火
的热闹氛围。解放南路科技大厦绿
地新添萌兔航天员，象征中国红火
的航天科技事业，节点大树上也点
缀了气球、红灯笼等小品，在寒冷的
冬夜为新年街头注入阵阵暖意。

（朱冬娅 图文报道）

本报讯 锡山区城管局昨日公布好
消息：除夕至年初六春节假期里，锡山区
的1.8万多个路边停车泊位全部免费开
放，市民可以根据出行需要就近选择合
适的停车位。同时免费开放的还有错时
共享停车泊位。

春节假期，位于华夏南路9号的锡
山区城管局停车场（22个泊位），以及位
于东亭中路10号的锡山城发停车场（6
个泊位）将24小时免费开放。据介绍，
两处错时共享停车点春节期间将向已预
约成功的用户免费开放，市民可在1月
20日17点前通过关注“锡山e行”公众
号，点击“共享停车”，进入相应分类页
面，提交相关材料，选择共享停车场及办
理时间，以完成线上申请工作。

锡山城管提醒大家：为提高错时共
享停车泊位的利用率和周转率，保障机
关单位正常工作运转，让更多的市民获
得停车便利，请预约成功的车主按需、准
时、定点停放机动车，配合停车管理员的
引导、秩序管理等工作，对于超时停放、
不遵守相关规定的车主，管理单位将采
取电话通知、贴单、拖车等方式进行处
理。 （尹晖）

锡山区：

春节期间
免费停车

““萌兔萌兔””迎新年迎新年
150150多处园艺花卉景观多处园艺花卉景观
为锡城换上为锡城换上““节日盛装节日盛装””

气象台：

挂灯笼

昨天，车流在蠡湖
大桥上驶过。为迎接
新春佳节，有关部门
在大桥上挂满大红灯
笼，营造节日气氛。

（刘芳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