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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经济"火了# 最近一个时期$许多

城市纷纷出台政策促进!夜经济"%从大排

档!撸串"到咖啡馆!撸猫"$从宵夜加餐到

健身减肥$ 从
!"

小时不打烊数字公共服

务到子夜穿梭的外卖骑手&& !夜经济"

是增长的新动力$是市场的新引擎$是中

国经济社会活力的新脉搏$更是百姓生活

日益丰富的缩影%

我们的!夜经济"$是空间性的% 日光

下的城市喧嚣繁忙$月光下的城市各自美

丽%夜幕降临$城市脱下白日的正装$换上

不同风格的休闲服$开始展示着因放松而

流露的个性% 酒吧经济'

#$%&'

经济'

(

歌经济$外国人'外地人'本地人$都在丰

富多彩的夜生活中直观地感受中国之大'

风俗之多'家国之和%

!夜经济 "也是时间性的 % 据美团 '

阿里等 !夜经济 "大数据 $全年看 $双休

日 '节假日以及
)

月 '

*

月和
+!

月 '

+

月

成为夜间消费高峰( 全天看 $

!+

点后二

线城市外卖餐饮增长最快 (

!+

点到
!!

点出现网络购物成交最高峰 (

!,

点到凌

晨
,

点 $数以万计的人在网上 !熬最晚

的夜$买最贵的眼霜"(

!!

点到
!,

点$很

多骑手仍在活跃跑单% 不同城市的不同

时段地段 $ 展示着自己的风土文化个

性% 个性即魅力$魅力聚人气$人气生幸

福 '幸福即财富 % 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

时空坐标轴 $!夜经济 "动力十足 '魅力

十足%

我们的!夜经济"是传统的又是现代

的% !夜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物% 北宋就

有!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

闹去处$通宵不绝"% 经济发展催生夜市$

顺应公众需求$提升城市品味% 我们有现

代最红火的!夜经济"%这是世界第一网络

大国的不夜天(夜间网购不打烊(深夜$生

活缴费'公积金'医疗健康成为查询最多

的公共服务% 当代中国互联网!白
-

黑"$

是夜生活$也是拼生活(带动增长$更带动

就业% !夜经济"催生!夜光族"$也催生!夜

工族")通过弹性作息'错峰值守'共享经

济$深夜提供餐饮'网购等服务的外卖小

哥'大厨'网店主$他们的劳动成为温暖夜

色的光%

!夜经济 "不止在舌尖上 $也在足尖

上$在凝望和聆听里% 越来越红火的晚间

健身房 '歌舞剧院 '音乐厅 '曲艺演出场

馆以及通宵电影院'

!"

小时书店等$不断

提升着我们!夜经济"的文化品格% !夜经

济"'夜生活'夜文化$奏鸣着中国不夜天

的咏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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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

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截至目前$三

年行动方案实施进程过半$全国
*./

以上

行政村的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

自美丽乡村建设启动以来$各地均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应该说*行动方案+只是

一个启动方案$ 先让老百姓享受到干净整

洁的村庄环境$最终目标是建立生态美'风

貌美'环境美'风尚美'生活美的美丽乡村%

从目前的实践看$美丽乡村建设由

于涉及面广$涉及内容复杂$有的地方

依然存在认识不够$思想不统一(参与

部门多$组织协调难度较大(项目建设

规划和标准缺失(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

的作用发挥不够等系列问题$迫切需要

做好!美丽乡村建设
-

"文章%

广大农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

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农民的参与%如果

说过去农民所关心的只是锅里 !有没

有"$碗里!够不够"$如今则更在乎生活

环境!好不好"$居住村庄!美不美"% 至

于!好不好"!美不美"$要让广大农民参

与其中当!评委"$增强他们的!主角唱

戏"意识$从而更自觉'更主动地投入'

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当好美丽乡

村建设的践行者和建设成果的维护者%

做好!融入"文章$让美丽乡村建设

更多体现在形神皆美上% 一方面$注重融

入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文化内涵建设$实

施农民素质!洗礼"$打造美德乡村% 尤其

应深入发掘当地人文历史$ 打造具有地

域特色的美丽乡村$ 建设农民留住 !乡

愁"的精神家园% 另一方面$注重融入长

效管理制度% 俗话说$!三分建'七分管"$

如果没有一个长效的机制$必然陷入!治

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的怪圈$建

设美丽乡村必然要求村庄环境管理走上

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轨道%

重要的是$ 美丽乡村建设
-

!产业融

合"% 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

础$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

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目标中$首要的

是生产发展%生产发展需要产业支撑$产业

融合后反过来又能支撑生产发展%这方面$

正好是因地制宜$依托优势$打造特色$形

成产业融合后的!出众"优势$成为支撑当

地发展的优势产业$带动村民致富的!饭碗"

产业$为美丽乡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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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

月
*

日是国家第
++

个 !全民

健身日"%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全民健身事

业长足发展$ 各地健身场地设施不断完

善$百姓健身热情愈发高涨$科学健身的

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不用调查$ 看看跳广场舞的大妈'路

上的暴走团'慢跑者以及游泳馆'健身房'

其他各类体育场馆的爆满景象和各地密

集举办的马拉松赛事中的海量参赛者$你

就知道$全民健身的热度有多高% 随着社

会的发展$ 民众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很

多人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逐渐认同了

那个广为流传的!身体才是
+

$其他都是

后面的
.

"的说法$开始按照马斯洛需求

层次理论追求健康这一更高层次的目标$

开始!迈开腿"练起来%加之政府的因势利

导$全民健身自然越来越红火%

但据观察$目前的全面健身还有很多

粗放的因素$ 很多人只知道一味锻炼$却

找不准合适的项目$ 不懂科学的方法$不

知道自我保护$不知道合理规避一些运动

风险$很容易发力过猛或发力相反$陷入

盲目健身的误区$从而适得其反$给身体

带来伤害$给健身带来困惑% 笔者坚持了

十几年健走和慢跑$前些年$每天早晚两

次锻炼$单日或跑或走的距离可达一二十

公里$且锻炼场地都是水泥路%久而久之$

左脚患上了足底筋膜炎$疼痛难忍$后来$

在医生的建议下运动减量才有好转%岳母

三四年前热衷于跳广场舞$但跳了一年多

后$膝盖软骨磨损严重$一动就疼$至今走

路一瘸一拐$无法下蹲%

民众需要健身$更需要科学健身'精准

健身'高质量健身%实际上$*国务院关于实

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已经明确要求$要

广泛实施全民健身行动$!为不同人群提供

针对性的运动健身方案或运动指导服务"%

一些地方在推进科学健身方面也做出了有

益的探索和实践$比如$安徽省体育局筛选

了
+..

余名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

患者$开展体医融合慢病干预试点%在进行

医学体检和健康体适能测评等评估后$由

医疗' 运动专家为这些慢病患者开具运动

处方$同时给予线上线下的专业健身指导$

并根据每个人的指标变化和感受不定期对

运动处方进行微调%

做到科学健身' 精准健身' 高质量健

身$各地应该加强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结

合社区医生'乡村医生或家庭医生$对民众

的健身项目'健身方式'健身强度等进行指

导$ 帮民众制订科学合理的个性化锻炼方

案$让民众找准健身的方向和路径% 媒体'

社居村居'体育部门'教育部门等也有必要

宣传科学健身$ 引导民众规避健身负面因

素$选择合适的健身方案%全民健身走到今

天$是时候迈入!科学健身"的新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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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保部印发的*关于做好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指导意

见+指出$要通过采取扩大招生规模'加强规范管理'强化工作保

障等方式$ 确保全国技工院校学制教育招生人数稳定在
+!.

万

人以上$

!.+0

年全国技师学院力争扩招
!.

万人%

一个国家不仅要有规模化的科研人才队伍$ 同时也需要规

模化的技师人才队伍$ 因为大量的科研成果要转化为社会生产

力$必然离不技师的具体化实现%这两者之间并不是高与低的关

系$而是一种人才结构的互补$而这种互补$会产生更加多类态

的市场互动$从而使全链条的总体价值体现于市场端%

中国不断展示于世界的!大国重器"让人们感叹$其中的很

多技师$专注于一个关键技术环节的磨砺$十年磨一剑$甚至终

身磨一剑$这使他们修炼出了达到世界顶级的技术高度% !大国

重器"的实现说明$人才的结构$是平衡式发展的动态递进$不管

是哪个梯队$都是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一段时期以来$一提起技工类院校$有些人就认为那是低

端院校的代名词% 原因在于人们的观念还停滞于唯学历论的层

面上$而技工类院校的学生也未能正视自己的价值(同时$技工

类院校招生偏少$在总体上还未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未能赢来

社会的广泛认同%

人社部印发的意见有两个亮点$一是放宽年龄限制$这是一

种对时代需要的契合$既然是!十年磨一剑"$那么就要给出尽可

能多的前置化时间$ 这也体现出了技工需要提前规划培养的前

瞻性%放宽年龄限制也是一种尊重和肯定$有利于技工类院校的

发展%

二是要扩招
!.

万人$显然$这样的扩招人数仅是阶段性的

尝试和探索$而它的长远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以扩招带动技工类

院校的质量提升$从而逐渐走上规模化的人才培养快车道%会有

更多大型企业人才需要的提前布局和订制安排$ 即学生在校学

习的时候$就已经被!订"了%

由此可见$这次
!.

万人的扩招和放宽年龄限制$更是破解

了就业难题%因此$它从多层面'多维度'立体式点亮了中国技师

人才队伍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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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智能快递柜'快递代收点的大

量普及$方便了不少因事暂时无法收取快

递的市民% 这本是件便民的好事$但与此

同时$不少人却反映$收件反而没那么方

便了$!送的快了$但也懒了"%

近日$在黄石部分地区快递员送货不

上门'不征得收件人同意私自找代收点代

收等末端服务问题频发%快递员在将快递

放置在代收点后$ 有的会电话通知收件

人$有些快递员则一条短信就算了事% 有

的将快递物品直接放在代收点$通过短信

告知收件人取件码$让其自行去取货% 代

收点五花八门$有快递箱$有文具店$还有

水果店'便利店等等% 收件人离这些代收

点稍近点的还好说$要是离得远了$就叫

苦不迭了% 尤其是在炎炎夏日$拿个快递

就像蒸!桑拿"%

这些不规范的操作$ 一方面给收件

人造成不便 $另一方面 $容易使寄件人 '

收件人的信息暴露$ 如果被不法分子获

取 $轻则受到骚扰 $重则遭遇诈骗 $造成

不必要的财产损失%更有甚者$会造成物

品的丢失%

另外$有些快递箱和快递代收点还存

在着向快递公司和收件人双向收费的行

为% 快件保存两天内免费$超出时间则收

费%部分快递人员若没有及时打电话通知

收件人$只是简单的发送短信通知$可能

会导致收件人没有看到短信从而错失取

件时间%这时再想取出快递必须按照快递

箱公司所制定的收费标准缴费$否则无法

取出货物%消费者不仅没有享受到快递所

带来的便捷服务$反而增加了负担%

去年
1

月
+

日$针对快递业的行政法

规*快递暂行条例+施行% 根据规定$快递

应由收件人或代收人当面验收$即使要放

快递柜'代收点也应该事先告知客户并取

得许可% 对!快递员是否可以拒绝送货上

门"!快递丢失后如何索赔"!寄件人隐私

保护"等问题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快递员

以及快递公司以发送短信这种打着!擦边

球"自认为便捷的方式派件$如果收件人

没有看到短信$那就不算!取得许可"$无

疑是一种违规的派件行为%有关部门需在

快递服务上加强管控$进一步细化处罚措

施$ 使其更加符合投递方和收件方需求$

让相关规定真正成为收件人判断快递服

务好坏的依据$充分优化快递末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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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新中国成立
).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系列报告之建筑业篇%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
).

年来$建筑业

持续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趋优化$技术显著提高$实

力明显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

建筑业是古老而又重要的行业% 它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建

设者和推动者$也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和见证者%特别是新中国

成立
).

年来$从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

馆等!十大建筑"$到南京长江大桥和覆盖全国的铁路网$再到改

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尊到鸟巢'水立方等一大批建筑精品的

问世$和各个城市中那一幢幢摩天大楼的拔地而起$以及城乡中

那一个个花园式居民小区的落成$建筑业给社会留下的是!沧桑

巨变"的深深烙印%

这些日新月异的中国建筑$不仅在改变着城乡的景观$带动

大量关联产业蓬勃向前$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新中

国成立
).

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大规模进行$建筑业产值

规模不断扩张$一次又一次突破历史高点%截至
!.+*

年$全国建

筑业完成总产值
!,21

万亿元$是
+01!

年的
"+!"

倍$年均增长

+,2"/

%

此外$建筑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也带来!双重社会效益"% 一

方面是改变了城乡建设的面貌$让中国的城乡建设一年一变样$

三年大变样(另一方面是带动了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因为与建

筑业相关联的上下游的产业众多$对经济的拉动力非常强劲%比

如$钢材'建材'装饰'家具$以及劳动力市场等等$可以说建筑业

是一个能够!改天换地"的主流行业%建筑业的蓬勃发展$更使得

建筑业逐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中药行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比

重不断提高$支柱产业支撑作用愈发明显$据统计$

!.+*

年$建

筑业增加值对
34#

的贡献率为
*2!/

$ 比
+0)0

年提高了
52*

个

百分点%

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刚性目标%建

筑业也需要以打造!中国建造"品牌为目标$大力提升建筑从业

人员的队伍素质$在建造上追求完美'追求卓越'追求科学和安

全$让中国建造更加富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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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常常向对方隐瞒自己的难处$

本来是不希望对方担心自己$有时却对亲子关系造成一些影响%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

名受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中$

1!2./

的受访者坦言自己和父母之间经常

报喜不报忧$

",25/

的受访者和父母之间偶尔这样%

1!2./

的受访者坦言自己和父母之间经常报喜不报忧$这样

的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意外$还会令许多人感同身受$油然而生一

丝心酸%

子女对父母在工作'财务'健康等重要事项上往往报喜不报

忧$父母亦如此$其实是一种正常情感反应% !儿行千里母担忧"

流传了数千年$ 让多少在外打拼的热血儿女不忍心让含辛茹苦

把自己拉扯大而如今年老力薄的父母替自己担心'着急$这其中

蕴含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虽然常夹杂!善意的谎言"$但何尝不

是一种人间至爱$令人感动唏嘘%

当然$报喜不报忧之外$亲人间的沟通'交流也必不可少%这

是亲情'感情牢固维系的重要纽带$也是让家人'亲人保持身心

健康愉悦的重要手段%尤其子女远离父母的$!常回家看看"无比

珍贵%如果面对老家父母的关心与问候$子女始终只是报喜不报

忧的!应付"式打发$寥寥数语即扯开话题或挂断电话$没有坦诚

相告的勇气和深入交流的真情$久而久之$父母'亲人会感觉被

敷衍'被忽视$不但会徒增焦虑与失望$也会让亲情逐渐生分疏

离% 而这$无疑是有悖初衷的%

因为是一家人$有事一起扛% 这是家的温暖$是家的力量%

当然$面对年老体弱'没有能力$确实!扛不动"的父母$子女必

须充分考虑父母的承受能力$ 报喜不报忧之外$ 还要陪伴'照

顾'问候&&让!常回家看看"无论是从物质上'精神上$从人伦

情理还是国家法律上$都真真切切落到实处%

子女对父母报喜不报忧$是好是坏$该喜该忧- 其实是个复

杂而略显沉重的话题$简单论之$恐失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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