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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最近， 一则有关评选城市幸福感的新闻引起
了人们的浓厚兴趣， 因为城市幸福感也是我多年
来一直关注的话题。 评选幸福城市， 也是为了让
更多的城市增强市民幸福指数， 完善城市各种软
硬件设施，优化衣食住行娱购各方面的生活体验。

由 《瞭望东方周刊》 与瞭望智库共同主办的
“202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 榜单揭晓 。 成都 、
杭州、 宁波、 广州、 南京、 青岛、 沈阳、 长沙、
合肥、 西宁被评为十佳幸福感城市。 此外还评选
出了一些地级市、 县级市的幸福感强的城市。 这
个活动至今举办到了16年， 已成为中国目前最具
影响力的城市调查推选活动。 对我国城市的整体
提升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

看到这些上榜的城市名字， 我的脑海里立即
浮现出了所到过的这些城市的点点滴滴。 很多城
市， 如成都、 杭州、 青岛、 广州等真是实至名
归。 以成都为例， 连续14年荣膺 “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 冠军， 那么成都的幸福密码在哪里呢？

我看到了一些市民的感触， 结合自己多次到
访成都的感触，觉得一个城市，无论大小，都要找
到自己的定位。让无论是市民还是游客，都能感受
到这座城市的包容和接纳， 处处感觉到生活的便
利。 有年轻的创业者根据自己的多年生活在成都
的体会感慨到，“所谓幸福感，就是可以去做自己，
去做一切想要尝试的事情， 不管基于团队还是基于个
人创业，成都都是可以提供让人放手去探索的空间。”

此外， 成都的生活安定， 日常生活性价比很
高， 这种幸福感体现在城市的烟火气中， 她满足
了人们对理想城市的想象。 在这里， 生活与工作
不再对立， 独具烟火气的内在特质， 让成都每年
都吸引了大批有志有为者前来打拼和定居。

在成都， 你可以随时体验到美味的火锅、 川
菜 ， 可以吃得幸福 ； 成都拥有众多茶馆 、 Live
house、 剧本杀， 在这里可以玩得幸福； 而在公
园城市示范区的建设指引下， 人们可以体会到公
园城市建设带来的生态福祉、 文化福祉、 社区福
祉。 对市民来说， 现在走出家门， 随处可见口袋
公园、 微绿地， 周末可以来一场绿道骑行或公园
露营， 人们沉浸其中， 实现身心愉悦， 这是在很
多城市体验不到的。 由此可见， 幸福感正在成为
城市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竞争力、 影响力。

我以为， 衡量一个城市的幸福与否， 不能只
看综合实力， 还要看教育、 医疗、 文化、 交通、
消费等公共服务水平， 当然生态、 宜居、 绿色、
环保都要注重。 绝不能将幸福感只看做一堆唬人
的指标和数字， 最为主要的， 要看在这座城市生
活的市民的普遍的口碑。

幸福感城市绝不是只是看重一座城市的表面
繁荣，如处处是高楼大厦和现代化的交通，还应当
考虑市民生活的便利、社会秩序的优良、物价的稳
定和实惠，让所有有梦想的人，都能在这里迅速找
到自己的位置。城市的面子和里子都要合理兼顾，
市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都能快速有效地对接。

幸福感本身就是一个多维尺度， 不同年龄、
不同阶层的人对消费感的体会也不尽相同。然而，
让年轻人能在一个城市圆梦， 让老年人能在一个
城市里安享晚年，让小朋友在一个城市里度过快乐的
童年，这不正是人们所渴望的吗？幸福感从来都不
是抽象的， 是让所有的市民都为之倾倒的一种内
在体现， 也是城市内涵与外在形象的有机统一。

一座城市只有具备了更多看得见、 摸得着的
生活便利， 才能让所有生活在这里的市民感觉到
莫大的幸福， 从而让幸福感真正成为一座城市的
核心竞争力与影响力， 让幸福城市成为现代化的
一种普遍追求。

2023年元旦假期， 位于天津市河东区海河
东岸的原天津第一热电厂经过文保改建 “重新发
电”， 正式变身商业综合体， 成为天津市民假期
消费的新选择。 原天津第一热电厂始建于1937
年， 是当时天津作为北方工业重镇的主要发电厂
之一， 于2011年关停， 成为时代记忆。

点评： “86岁” 的老旧厂房， 保留了城市
工业历史记忆， 具备文化和历史价值。 只有求变
求新， 为旧事物赋予新活力， 才能实现城市工业
文化和人们需求的平衡。

“86岁”老电厂
变身消费“新地标”

近日， 位于重庆的西南大学美术学院举办了
一场 “新春送福” 活动。 当日， 该校美术学院书
法专业的师生们现场挥毫泼墨， 将一副副充满新
年祝福的春联和福字送给在校师生及家属， 希望
在农历新年即将来临之际， 以春联为载体， 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

点评： 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临近， 各地都在用
不同的方式喜迎佳节。 “新春送福” 活动即送出
了吉祥祝福， 送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又
传承了我们的传统文化， 可谓 “一举多得”。

重庆校园年味浓
春联“福”字送万家

日前， 以 “冰晶雪舞 魅力无限” 为主题的
第三届 “华德杯” 全国青年专业冰雕大赛进入了
第二日的赛期， 10支参赛队伍在哈尔滨冰灯艺
术游园会园区展开激烈的竞技比拼。 冰雕高手们
在凛冽寒风中坚持日均6小时以上的艺术创作，
用刀铲把坚硬冰块 “驯化” 成美轮美奂的冰雕作
品。

点评： 冰雕作为一项艺术， 散发独特的艺术
韵味。 一位位艺术家以冰为媒介， 穷尽艺术巧
思。 冰块晶莹易碎， 所以冰雕既考验着艺术家的
创造智慧， 也成就了冰雕特有的美感。

冰雕高手“驯”冰秀技艺

近日， 南京夫子庙广场上来回行进的 “机器
人巡警” 吸引游客的目光。 据了解， “机器人巡
警”个头一米多高，两个大大的“眼睛”很是可爱，
可通过5G实现全景无死角巡逻等功能。

点评： “机器人巡警” 的引入是人工智能发
展的新领域。 “机器人巡警” 与真正的巡警相
比， 可以实现全景无死角巡逻， 而且不会疲惫，
是一个不错的 “安全助手”。

南京“机器人巡警”
巡逻广场吸睛

近日， 渔民在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进行新年
冬捕作业。 仙女湖渔业资源丰富， 盛产胖头鱼、
鲤鱼、 青鱼、 鲢鱼等鱼类。 图为渔民们进行冬捕
作业。

点评： 看着一筐筐鱼，不禁让人联想起“鱼跃
人欢”丰收年。 临近年关，丰收是对渔民一年辛劳
的最好回馈，为幸福祥和的春节添了不少的喜庆。

江西仙女湖冬捕忙

让幸福感成为
城市的核心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