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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 幸福留言”
虚拟财产被纳入年轻人遗嘱
4 月 5 日，一则关于“18 岁女生立遗嘱留
2 万元给朋友”的话题冲上热搜，一时间引起
网友热议。扬子晚报记者采访了解到，越来
越多“90 后”甚至“00 后”早早立下遗嘱，在
“90 后”的遗嘱中，有 71.54%是涉及到房产
的。除此之外，股权、支付宝、微信、QQ、游
戏账号等虚拟财产都是常见的财产类型。
对此，中华遗嘱库苏州吴中公益预约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震芳表示：
“虚拟财产和银
行卡、房产不同，
很多年轻人担心如果自己发
生意外，
这些虚拟财产会下落不明。因此，在
年轻人的遗嘱中，虚拟财产的纳入和安排成
为一个突出的特征。
”
遗嘱的本质是依据法律规定的方式，对
个人身后财产或其他事务作出提前规划。随
着这一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一些年
轻人也开始加入立遗嘱的群体。
目前在我国，允许订立遗嘱的最低年龄
是 18 周岁。
“90 后”
、
“00 后”人群立遗嘱受人
关注的主要原因，在于遗产种类更加多元化
和丰富。张震芳表示，与老年人订立遗嘱防
止家庭纠纷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订

立遗嘱，是为了防止意外。
“现在年轻人订立
遗嘱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现在年轻人
感情生活普遍不稳定，第二是工作压力越来
越大，
第三个则是防止工作出差旅途风险。”
张震芳告诉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
力越来越大，也经常需要出差，
很多人会担心
在出差途中发生意外。
“自疫情暴发以来，咨询量、预约量都有
了明显的增加。”张震芳表示，因这次疫情的
突发和严重，市民感受到了一种紧迫感。其
中，
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尤为增多。
“他们普
遍认为，留下遗嘱后才感觉心里踏实。直面
生死问题后，才能更好地把精力投入到工作
中。
”
谁也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到来，独生子
女发生意外，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去的父母没
人赡养。记者在随机采访过程中发现，绝大
多数年轻人最放不下的就是自己的父母。通
过订立遗嘱，对自己将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做
出
“保障”，
同时也是给自己的父母一个交代。
遗嘱也称
“幸福留言”，
在新冠疫情暴发以后，
中华遗嘱库开通了微信遗嘱小程序留言功

常熟理工学院打造“实境课堂”
助推沉浸式学党史

能。据了解，2020 年一共收到近 7 万份“微
信遗嘱”，最高峰时一天收到上千份“微信遗
嘱”
，而该功能的使用者大多数是年轻人。
对此，
张震芳表示，微信遗嘱其实只是对
家人的一种情感寄托，把想对家人说的话用
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微信遗嘱并不
具备法律效力，仅是
“幸福留言”的一种方式。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周晓青
实习生 梅方滢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我们
要铭记英雄、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传承
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勠力同心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日
前，常熟理工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把党
史学习“搬进”常熟烈士陵园，沉浸式党
课走心又有新。学院党委理论学习组成
员、学生党团员代表 50 余人参与了本次
党史学习教育，并以直播方式引导全院
师生同频共振学党史。
讲好英烈故事，点亮理想灯塔。学
院将紧抓建党 100 周年的历史契机，打
造多维课堂，使党史学习载体更加活泼、
党史学习氛围更加活跃、党史学习效果
更具活力。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顾秋萍
通讯员 胡露露 浦思铭

金阊街道：创新实施“ 三型三示范” 项目，
点燃基层治理新动力
临街的落地玻璃窗内，几位市民正津津
消息密集刷屏，释放出这一老牌商圈重塑商
微旅游路线和《中街宝藏》旅游口袋书，为游
在这里的幸福感提高了，
”厉健如是说。
有味阅读着手中的书籍，成为了石路商圈一
业地标的强劲信号。
客提供了一份苏州古城街巷自由行的行动指
小区环境变好了，秩序更井然了，安全感
道美丽的风景线。去年底，金阊街道联合喜
为进一步提升石路商圈知名度、深化石
南。
更强了，是老旧小区的居民最真实的体会。
马拉雅，在石路商圈打造姑苏区首个商圈里
路商圈记忆点，金阊街道持续做好商圈硬件
街巷是苏州古城的“里子”，承载着古城
而小区环境完善硬件设施，推动老旧小区品
的 24 小时城市有声书房，完善商圈休闲、娱
改造和产业提档双升级，不断优化商圈营商
的人文和情怀。
“去年底，金阊街道以中街路
质焕新，需要争取大量资金，对此，为弥补街
乐配套功能，让市民在逛街休闲同时，也能停
环境，以华贸中心项目为引领，树立长三角地
片区为试点，探索实施
‘巷管家’项目，让古城
道有限投资、管理力量缺乏等问题，金阊街道
下脚步，
拥有美好的阅读体验。
区一流消费地标平台，大力提升消费档次和
的‘里子’一步一步找回安宁、整洁、干净、有
又以三元三村、菱塘新村、彩虹新村等老旧小
金阊街道位于姑苏区核心地带，辖区内
品质。同时，聚焦和深挖历史文化本地资源， 序。
”金阊街道办事处主任韩晓庆表示。
区为试点，
由物业公司、
相关社区共同努力，
引
人文、商业资源丰富，既有名胜景区、繁华商
提高载体和空间资源利用品质效能。去年
为高标准推动古城区开放式生活区和背
入社会力量，带资金、带团队，探索实施了
圈，也有鳞次栉比的居民生活区，是传统古城 “双十二”期间，金阊街道尝试整合商圈企业
街小巷治理，
“巷管家”项目成立了一支综合 “PPP 政企合作推动老新村小区市场化改造更
风貌和现代城市功能互补交融的“双面绣”。 资源，开展了“双 12 苏州购物节，嗨 GO 双十
型管理团队，以 10 支传统职能型力量为核
新”
的做法，
对门禁道闸、
监控设施、
绿化护栏、
进入“十四五”时期，姑苏区提出用精品思维
二”——
“冬至大如年，石路万物街”主题活
心，招选一支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第三
车位增容等进行投资建设，
对内部秩序管理进
和
“绣花”功夫，打造高质量核心功能城区、高
动，以网红直播带货、二次元网红 IP 集合快
方队伍成为辅助管家，开展渗透“管家”式呵
行强化提升，
对便民服务进行优化提档等。
标准全域旅游城区、高品质宜居生活城区。 闪店等一系列活动，激活百年石路时代新内
护服务。
2020 年 9 月，金阊街道组织社区、联动
金阊街道聚焦“三个城区”的目标定位，针对
涵，
为市民呈现不一样的石路步行街。
全域旅游让游客与居民共享治理成果， 站、物业三方进行签约仪式，苏州市联谊物业
辖区东、中、西三种城市形态分类施策，努力
“巷管家”还建立了包含弱势群体帮扶、居家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始全面接手三元三村物
打造城市更新和基层治理的
“示范区”
。
安防卫士服务、弱电类维修及安装、给排水类
业管理工作，联谊物业入驻小区后第一时间
匠心雕琢，绘就古城全域旅游
维修及安装、其他维修及安装、生活类代办服
展开了全面摸排与更新改造工作。据悉，3
精致
“底色”
务等 6 大类 131 项便民服务清单，聚焦群众
个试点小区硬件改造投入 1100 余万元，项目
多元赋能，传统商圈焕发新活力
跟随《中街宝藏》旅游口袋书的指引，来
身边的民生小事，做好市民身边的
“解忧大管
试点以来，小区的环境、品质、管理等各方面
“带上孩子和老人去石路商圈逛一逛，已
自泰州的游客姜玥走进了中街路的街巷，感
家”
。
均得到提升改善，重新焕发生机，为老旧小区
经成为我们家每周末的‘固定节目’，品尝美
受苏州古城的精致之美。粉墙黛瓦的街巷绿
治理打造了
“金阊样本”。
食、看场电影，一家人其乐融融，这就是向往
意葱茏、花窗漏影、整洁优雅，姜玥与同伴不
金阊街道党工委书记杨跃表示，金阊街
以“新”换“心”，老旧小区“变
的生活，”市民万莉莉说。不仅商场内人气十
时驻足留影，
“这里既有市井人家的烟火气，
道始终把人民群众宜居、安居放在首位，积极
身”宜居生活区
足，慢生活滨水休闲街区的城市书房同样广
也有小桥流水的灵动，每个角度看都是一幅
探索城市更新与基层治理新路径，打造品质
受欢迎，城市商圈蓬勃发展，市民的生活品质
江南水墨画。”
近日，三元二村小区居民厉健将自家的
城区，在推进全域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新作为，
也不断提高。
中街路古称
“清嘉坊”，自古以来，古建古
新能源汽车停到专用车位后，打开微信的
“一
为建成品质高、产业强、环境优、人文兴的魅
石路商圈被列为苏州城区“三大核心商
宅星罗棋布，贤人智士会聚于此。金阊街道
步充电”小程序，将充电枪插入汽车充电口
力古城贡献
“金阊”
力量。
圈”之一。近年来，航母级城市综合体华贸中
以中街路为试点，通过挖掘街巷文化，让古城
后，随后放心向家走去。金阊街道三元二村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周晓青
心落户石路、慢生活滨水休闲街区开街、传统
文化底色透出来，辖区中街路社区采撷区域
尝试利用小区闲置空间，安装新能源汽车公
通讯员 朱丹虹
民俗
“轧神仙”
开启直播
“带货”
模式……各类
内的名胜古迹、美景与美食，推出
“中街探幽” 共充电桩，
“实实在在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住

竹外桃花三两枝，人居新貌鸭先知
苏州甪直镇人大代表视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
一数，二四六七八……”一首脍炙人口的经
典儿歌《数鸭子》，生动描绘了江南水乡幼儿
唱数桥下游鸭的情景。然而近年来，这样的
场景越发少见。一面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客观需要，一面是村民农户无法割舍的养
殖传统，
“ 鸭子”今后该何去何从？带着疑
问，近日，苏州吴中区甪直镇的区、镇两级人
大代表组团来到澄湖农业园片区开展了视
察调研。

小桥流水人家的传统需求
“小女收鱼笱，童儿放鸭栏。”
“村边处处
围桑叶，水上家家养鸭儿。”……在水系发
达、以农业为重心的澄湖农业园片区，散养
些许鸡鸭鹅是各村农家的传统，田间回响的
鸡鸣犬吠、鸭群游过荡起的层层涟漪，既是
一份记忆，
也是一份乡愁。

在与村民的走访交流中，村民们普遍认
为，农村小河中没有鸭鹅游过，总是缺少了
那股乡愁味。
“我们家小辈都在外面工作，平时很少
回来，每次回来都特别喜欢吃这些自家养的
鸡鸭，说是超市买的没有家里的吃着香。养
着虽然脏了点，我们老两口平时也能吃个鸡
蛋鸭蛋，既新鲜又省钱。”在瑶盛北赞头自然
村，村民边和代表聊着天，边给庭院棚里的
鸡鸭添上饲料。

面前焕然一新农村风貌的来之不易。
去年，村里将沟渠两旁杂物垃圾清理干
净，
坑坑洼洼的渣土路重新砌筑修复，
破烂不
堪的占河违搭和杂船被拆除取缔，如今加固
过的河岸边桃花盛开……瑶盛村村书记介绍
说，按照上级考核要求，家禽家畜要圈养，养
殖棚舍要设置合理，不能出现禽畜粪便随地
排放现象，考核硬指标促使村里对鸡鸭鹅棚
开展了清理工作。虽然整治中村里做了大量
的群众工作，
仍有很多村民不理解。

现代美丽乡村的提升要求

寻求平衡支点的人大探索

“全镇累计清理乱堆乱放 4100 多处，
取
从视察调研现场回到位于澄墩村村委
缔露天粪坑旱厕近千个，
清理垃圾1.3万多吨， 会的直言·田舍人大代表之家，代表们与村
清理杂船 800 多只，拆除不规范鸡鸭棚 3000
书记、农村工作局围坐成圈，
展开热烈讨论。
个左右，
拆除违章搭建1.4万多平方米……”
代 “我觉得还是要在思想工作上有所突破。现
表们边实地视察边听取镇农村工作局的工作
在留在村里的基本是老年人，老一辈的思想
汇报，
一个个具体数字让代表们直观感知到
根深蒂固，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接受。”有代

表提出，要做通老年人工作，可以从做年轻
人工作开始，加强宣传教育。有代表认为，
可以建立一些激励机制，如“最美庭院”之类
的评比，作为激励百姓重视维护环境的一个
突破口，让村民们能够自觉打扫好卫生、规
整 好 庭 院、管 理 好 家 禽 ，久 而 久 之 养 成 习
惯。也有代表建议，应加大调研力度，对群
众的普遍期望和实际需求有更深入了解，让
政策更接地气、更合民意，对于农业农村能
否养殖禽类、如何养殖禽类，要制定更细致
的政策，
不宜搞一刀切。
通过实地视察和座谈交流，代表们普遍
感到，人居环境在禽类养殖考核上与群众期
望仍有一定差距，如何让传统农趣与现代农
村有机统一，如何做到既让群众得了实惠、
又让群众满意，是各级政府今后努力的方
向，也是与会代表汇聚民意、为民发声、助民
解忧的履职方向。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顾秋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