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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困难群众、向居民赠送春联、宣传禁燃禁放……在狗年春节到来之前，吴江各地各部
门也在进行着充分的节前准备，以饱满的精神、昂扬的姿态，全力以赴保障城市的正常运行，
让每位市民都能过上一个好年。

人勤春人勤春来来早早 江城年味浓江城年味浓
吴江各地各部门开展活动共迎新春佳节

本报记者 刘立平 方芳 张婷 颜贝贝 冯秋月 实习记者 沈慧 何清 通讯员 张俊

本报讯 （记者刘立
平）记者从苏州高速交警
三支队获悉，高速公路目
前已进入节前最拥堵阶
段，苏嘉杭高速公路的车
流量增长明显，呈现出拥
堵状况。

此前，省交通运输厅
发布了2018年春节期间
江苏省高速公路出行指
南，预测的最易拥堵的
10 条 路 段 及 节 点 中 ，
G15w 常台高速苏州段
（苏嘉杭）位列其中。苏
州高速交警三支队副支队
长刘勇介绍，苏嘉杭易发
生拥堵的是南段，即吴江
段，具体为吴江收费站至
盛泽主线收费站之间。

“苏嘉杭目前的车流
量已达到了拥堵程度，正
处于节前的高峰期，往后
直到春节假期，预计车流

量会递减。”刘勇表示，苏
嘉杭目前呈现出的车流特点
是，北段（苏州城区段）限
货，车流量少，车速普遍
快；南段不限货，车流量
大，车速缓慢，事故多发。

苏嘉杭吴江段因为车流
量大、大小车辆混杂，事故
发生率常年偏高。据高速交
警监测，现阶段苏嘉杭吴江
段的每天事故发生数量，已
比平时高出了一倍。事故多
发，加上车流量大、车道偏
少，导致吴江段经常发生拥
堵。

为减轻节前苏嘉杭的车
流高峰压力，高速交警积极
协调周边物流企业，建议物
流车辆避峰出行。据交警部
门摸查，苏嘉杭周边的很多
物流企业已暂停了接单任
务，高速上的物流大货车有
所减少。

高速公路进入节前最拥堵阶段

苏嘉杭吴江段交通事故翻倍

春节临近，大家回家
心切，脚步不由变得匆忙
起来。而急切之下，交通
事故总会随影而至。10
日的东太湖论坛上，有网
友上传了一张交通事故现
场照片，并善意提醒大
家，要过年了，路上慢
点，平平安安最重要。

据苏嘉杭高速交警介
绍，自进入春运以来，苏嘉
杭吴江段的车流量猛增，
而事故发生数量比平日翻
了倍。车多、事故多，这为
回家的路途增添了很多不
确定因素，也让很多人的
回家路变得不平坦。车流
涌动，归心似箭，可一旦出
了事故，毁了一个好好的

年算是轻的，毁了生命和人
生那才是最可悲的。

有调查显示，道路交
通 事 故 发 生 的 诸 多 原 因
中，疏忽和侥幸占了大头。
疏忽是对安全的漠视，侥幸
则是对法规的挑衅，根子
上，两者都是一种心理在作
怪，那就是对规则的不尊
重。道路犹如一面镜子，
折射的是每一个交通参与
者的规则意识，照亮的是
每个人的归途。常以疏忽
和侥幸来麻痹自己的驾驶
员，总有一天会为疏忽和
侥幸买单，而这个单，往
往是沉重的、不可逆的。

越是年关逼近，我们
回家的脚步越要稳，对规
则的遵守更要严。只有每
一个人严守交规，文明出
行，道路才会更通畅，一
路才会更安全。

年关越近 回家脚步越要稳
刘立平

2月9日上午9点，市民范先生带着
“爱心卡”，来到太湖新城“衣加衣爱心工
厂”领取冬衣，看着手中崭新的棉衣棉
裤，范先生很高兴。这是太湖新城“衣加
衣爱心工厂”节前送温暖活动中的一幕。

“衣加衣爱心工厂”是太湖新城精
准扶贫项目之一，于2017年6月22日
正式启动。去年全年，“工厂”共收到
爱心人士捐赠衣物4144件，“工厂”的
工作人员把捐赠的衣物进行分类、消
毒、洗涤、熨烫、包装后，放在“爱心
超市”。太湖新城（松陵镇）所有低保
户和低保边缘户人员可以凭 “爱心

卡”在每月的15日、30日两天按照自
己需求挑选衣物。据统计，2017 年

“工厂”共发放衣物1091件，其中788
件衣物发放给了太湖新城（松陵镇）的
低保户、低保边缘户，303件衣物捐赠
贵州印江的困难家庭。

由于之前连续下雪，考虑到困难家
庭的出行安全，“工厂”把固定的发放
日延期，集中开展一次节前的送温暖活
动。太湖新城“衣加衣爱心工厂”负责
人蒋元华说，当天发放的衣物主要是区
红十字会捐赠的500多件爱心衣物，都
是崭新的棉衣棉裤。

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太湖新城：“衣加衣爱心工厂”送温暖

近日，汾湖老年大学艺术团芦墟分
团的队员们走进城司新天地小区，为老
年居民送去了一份新春文化大餐。

该小区内的居民多为拆迁村民，其
中不少老年居民在汾湖老年大学戏曲班
学习，趁着学校放寒假，队员们很想把
学到的戏曲向居民们汇报表演一下。社
区得知后，给予了大力支持，特意为队
员们准备了排演厅。爱心企业老板为队

员们添置了音响设备，并帮助成立了小
区文艺宣传队。

队员们经过半个多月的排练，于近
日正式向小区居民汇报演出。节目共有
17 个，自编节目 《十九大精神放光
芒》拉开了演出序幕，其他还有锡剧、
沪剧、越剧表演等。

这次汇报演出共进行了两天，队员
们准备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再演两场。

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汾湖：送戏进小区

2月 11日上午，七都镇党委副书
记刘金平与工作人员一起，走访慰问了
刚刚放寒假的“水晶球男孩”倪振威，
提前为他送上新春祝福。

1993年出生的倪振威自幼患有眼
疾，左眼完全失明，右眼仅能感知到微
弱光线，属于视力残疾二级，平时都需
要借助放大镜和助视器才可以看书学
习。

然而，倪振威凭借着坚韧的向学精

神，在2012年考上了长春大学，并于
2017年成功考上长春中医药大学针灸
推拿专业硕士研究生。

此次慰问除了给倪振威一家送上过
年的年货之外，工作人员还亲切地询问
他研究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情况、毕业后
的择业打算、父母如今的身体状况。

“这种情况下还坚持学习确实不容易，
这种拼搏奋斗的精神值得很多年轻人学
习。”刘金平表示。

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七都镇：慰问“水晶球男孩”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市民用气量将
进一步加大。近日，区住建局联合吴江
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严格落实有序供气
方案内容，科学合理安排天然气供应调
度，保证冰冻天气和春节期间安全有序
供气，保证市民温暖过冬，度过一个平
安祥和的春节。

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城
镇化进程持续加快，环境保护和节能减
排工作，特别是“263”减煤工作的有
效推进，市民对天然气的消费需求也快
速增长，我区也因此出现了用气短缺情

况。而近期，受冬季寒潮影响，我区用
气形势更为严峻。

“去年10月，我区启动了有序供气
预案，并成立有序供气领导小组，通过
采取一系列技术措施保障全区供气。
目前，有序供气预案得到了各个区镇
的积极配合，措施得到有效执行。”该
负责人表示，今年春节期间，区住建局
将继续推进有序供气预案，并将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随时准备做好应急
协调、调度工作，切实保障我区城镇燃
气供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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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区妇联组织志愿者前往城中
社区开展送春联、贴春联活动，提前为
社区居民送上新春祝福。

当天下午3点，区妇联的巾帼志愿
者们带着春联来到城中社区，挨家挨户
为社区居民们送上祝福。“向阳门第春
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忠厚平和传
世远，仁忠礼仪继风长”等一幅幅寓意

吉祥的春联得到了居民们的一致好评。
据悉，此次的春联是通过“我最喜

欢的家风春联”网络评选活动投票选
出，由吴江的书法家写后印制。区妇联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活动不仅可
为社区居民送祝福，还能进一步弘扬文
明家风，倡导以德治家的理念，营造喜
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区妇联：向居民送春联

近日，吴江公积金中心联合太湖新
城苏河社区、湖滨华城社区开展了系列
活动，通过学习急救知识、宣传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剪窗花、包饺子、向吴江
区福利中心献爱心等活动迎接新春。

在湖滨华城社区，区红十字会志愿
者费共健为吴江公积金中心大厅工作人
员及其孩子上了一堂急救知识课，现场
演示了心肺复苏等急救方法。区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还教了大家徒手处理流鼻
血、手指脚趾划破的止血方法，并向大

家传授了简易的损伤处理办法。
“我们公积金服务大厅每天有近200

人的人流，大厅工作人员学习一些急救知
识很有必要，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实施有效
的救援。”吴江公积金中心副主任董进说。

当天，公积金中心还宣传了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相关规定，随后又在会议
室开展了剪窗花亲子活动和垃圾分类趣
味游戏。最后，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
并将包好后的饺子送到了区福利中心，
让那里的儿童们也能一起感受温暖年味。

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吴江公积金中心：趣味活动过大年

新春将至，记者近日了解到，春节假
期松陵城区各大文化场馆不打烊，但开
放区域与营业时间都将进行适当调整。

据悉，吴江博物馆在除夕当天将营
业时间调整为早上9点到中午11点半，
下午闭馆，大年初一恢复正常营业。

新华书店工作人员介绍，除夕当
天，新华书店营业时间将调整为上午9
点到下午3点，初一到初三营业时间为
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初四开始恢复
正常营业。

春节期间，吴江图书馆对室厅的开
放时间和区域进行了调整。亲子绘本馆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三闭馆，正月初四
到正月初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开放；
文献检索室和古籍室大年三十到正月初
四闭馆，正月初五初六两天上午10点到
11点半开放，下午1点到4点开放。其
余室厅除夕当天上午9点到12点开放，
下午闭馆，初一至初三下午1点到4点
开放，初四至初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开放，初七所有室厅恢复正常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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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秋月）
近日，合肥大雪压塌公交站
台事故引发关注，吴江交投
集团以该事件为鉴，举一反
三，于近期组织相关单位，
对吴江的公交候车亭进行安
全检查，为市民出行营造安
全的候车环境。

去年，我区共新建完成
103个公交候车亭，公共交
通配套设备进一步完善。近
期，吴江交投集团会同候车
亭供应商、设备维护及保洁
服务等单位，在全区范围内
分批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
整改工作。目前，针对第一

批公交候车亭的亭体、线路等
方面的检查已经全部完成，第
二批检查将于春节后进行。

据悉，每年年初，吴江交
投集团都会对公交候车亭进行
一次安全检查，并形成报告，
便于今后有计划地进行更新改
造，各相关单位也建立了联动
机制，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和隐患及时告知、及时整改。
在合肥大雪压塌公交站台事故
发生后，吴江交投集团也及时
召开座谈会，就如何做好建管
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确保候
车亭建设好、管理好、维护
好、运行好。

吴江交投对公交候车亭进行安全检查

为市民营造安全候车环境

志愿者为社区居民贴春联志愿者为社区居民贴春联。。（（何清何清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