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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静）日前，盛泽镇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组织
局支部党员和区域党建工作站党务工作者40余人，赴苏州工业园区
及昆山开展“走基地、看变化、聚力量”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当天，党员们分别参观了苏州工业园区信息化展示中心、苏州
工业园区人工智能展示中心、昆山生物医药产业园和昆山市花桥经
济开发区大数据产业园。“本次‘走基地、看变化、聚力量’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让大家看到苏州的新实践所取得的新成就，切实感受
到了我们身边发生的巨大变化。”盛泽镇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组织
局相关负责人说。

党员“走基地、看变化、聚力量”

本报讯（记者贾黎）日前，盛泽镇妇联反家暴案例口袋书巡回
宣讲走进人福村，为该村妇女普及反家暴相关知识，进一步提高妇
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反家庭暴力的意识，以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能力，营造家庭平安、社会稳定的良好氛围。

宣讲会上，专家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讲解了家庭暴力的表现
形式，分析了家暴的原因，并介绍反家暴法中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制度”“紧急庇护制度”等内容，让大家了解在受到家庭暴力侵害时
该如何维权。

盛泽镇妇联相关负责人说，反家庭暴力工作是一项社会化的系
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希望通过此次宣讲，能够让反家
暴工作者真正把这些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中，掌握反家暴工作技
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形成反家暴的合力，保护公民的合法权
益。

宣讲会上，盛泽镇妇联还向现场妇女们发放了吴江区妇联编制
的反家暴案例口袋书，进一步宣传普及反家暴法。

对家庭暴力说“不”

盛泽妇联宣讲“反家暴”

本报讯（记者陈军） 11月5日至9日，盛泽行政服务中心开展
119消防宣传周活动。

活动以“普及消防知识、提高安全意识”为宣传主题，在中心
大厅内设置了“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公共场所防火”“消防设
施器材正确使用与维护”“如何应对初起火灾”等宣传展板。此外，
现场还展示了消防服、消防水带、消防扳手、灭火器、消防斧、消
防安全绳、防毒面具等器材和设备。

7日下午，中心还举行了消防培训，帮助有关企业提高检查和
整改火灾隐患的能力。

盛泽行政服务中心
开展消防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沈晓芳 记者鲍宇清）近日，盛泽收费站召开了解放思
想大讨论主题会。此次活动旨在推进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在盛泽收
费站的深入开展，认真落实区公路处党总支有关文件精神。

会议首先组织党员学习了《关于印发苏州市吴江区公路管理处
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的通知》。盛泽收费站党支
部书记杨林华进行了题为“更新发展理念，构建吴江现代交通网”
的PPT党课教育。全体党员还以“如何在岗位做好身先垂范发挥作
用”为主题进行讨论和发言，从自身实际岗位出发，在工作上看到
差距，在定位上找准今后工作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全站党员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对解放思想促发展有了新
的启发和理解，达成了‘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不可能有事业的大发
展’的共识，进一步推动了收费站工作稳中向好展开。”杨林华说。

盛泽收费站开展
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本报讯（记者鲍宇清）近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盛泽分局对辖
区内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开展综合整治行动。

据了解，此次行动旨在加强学校食品安全意识，提高学校食品
安全管理水平，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期间，分局重点关
注加工场所卫生情况、食品加工流程布局、从业人员健康状况和食
品加工操作是否规范等方面，指导督促学校食堂按照食品安全操作
规范加工食品。

在行动中，分局进一步推进了“明厨亮灶”工作，采用视频监
控等方式，扩大学校食堂对外公开覆盖面，引导师生和家长主动参
与食品安全监督，使学校食堂自觉规范经营。同时，分局还开展量
化等级动态评定工作，通过加强对暑期新、改、扩建学校食堂进行
指导，积极巡查及开展实地审核验收工作，全面提升辖区学校食堂
的管理水平。

盛泽开展学校食品
安全综合整治行动

本报讯（计蕾 记者贾黎）为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传承孝
道，解决社区老年人拍照难的问题，近日，南麻社区邀请专业摄影
师走进社区，为70周岁以上老人拍照。

活动当天，南麻社区的老年人早早在拍照布景前排起了队伍。
社区志愿者帮老人整理好着装、梳理好头发，将他们带到免费照相
点。随着“咔嚓”一声，老人的笑容被定格了。“现在照相馆少，我
行动不便，想拍个证件照真不方便。这个活动真好，我很开心。”王
老伯高兴地说。

“现在，老年人办理公交卡、老年卡等都需要照片，但部分老年
人由于行动不便，照相成了一大难事。”南麻社区相关负责人说，此
次活动为每个老人拍摄了一吋、二吋照片一套，以方便老年人的生
活。

免费摄影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陈静）近日，
第十九届中国盛泽丝绸旅游文化
节之钓鱼竞技赛在盛泽园区路工
业水处理厂举行，来自全区的
70多名钓鱼爱好者围坐在水池
边，在竞技中享受垂钓带来的乐
趣。

记者看到，每名参赛者都装

备齐全，他们带来了钓竿、鱼钩、
饵料等钓鱼专用器具。待比赛正式
开始，参赛者就抛出鱼竿，静静等
候鱼儿的上钩。据了解，每位参赛
者蹲守在统一的水池边进行垂钓。
鱼池中分布着鲫鱼、草鱼、鳊鱼、
青鱼、白鱼和鲢鱼等鱼类。

此次比赛为个人赛，比赛规定

每位选手使用5.4米手竿。为了公
平起见，参赛人员在比赛进行至一
半时互换钓位。比赛中，每名选手
可钓各类混合鱼，最后以钓上来的
鱼去除鲢鱼后的总重量来计算成
绩。经过3个小时的比拼，参赛者
王于满以9公斤的渔获总量获得第
一名，其钓上来的以鲫鱼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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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贾黎）昨天，记者从盛泽
镇团委了解到，“绸韵青声”之“传承红色
基因，争做青年先锋”征文活动已收到30
余篇作品，活动已进入初评阶段。

本次活动为盛泽镇第十九届丝绸旅游
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之一，“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青年先锋”征文活动分征集作品、初
评作品和评比展示等三大环节。据介绍，
本次活动从10月开始，至12月结束，线
上线下同步进行，为盛泽青年提供一展风
采的舞台。

据介绍，收集到的作品，涉及读书评
论、随笔、读后感、读书笔记等多种文学形
式。盛泽青年结合各自行业与工作实际，以
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畅谈个人梦想，抒发感悟，
传递积极力量。

在初评作品环节，主办方将对征集到的
作品进行筛选，结合投票结果，由5名专家
评审，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对获奖的优
秀作品进行表彰，并将作品展示在《盛泽周
报》上。同时，活动开展期间，盛泽镇团委
将寻访优秀青年，对事迹突出的青年进行采
访报道，形成视频资料，通过微信及电视节
目进行宣传，并将在基层团组织中开展好青
年事迹宣讲活动。

“通过寻访和文学作品创作的方式，围
绕丝绸文化、盛泽特色等，紧扣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引
导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
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
勇担青年使命，以先锋之姿态、先锋之责
任、先锋之担当，践行新时代新使命，争当
全力打造‘中国纺织第一镇’标杆，加快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蹄疾步稳推进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的先锋队和生力军。”盛泽镇
团委书记曹锋说。

“绸韵青声”征文活动
进入评选阶段

本报讯 （周伟敏 记者陈静）
11月 1日下午，盛泽镇综合执法
局联合盛泽交警中队召开道路交通
突出问题整治暨“百日攻坚”专项
行动工作会议。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盛泽镇将集中力量提升市容环
境水平。

会上，盛泽镇综合执法局大队长
王勇向盛泽交警中队、镇综合执法局

各辖区中队及市政科传达了近期全区
道路交通突出问题整治的精神和整治
实施方案。整治范围包括主次干道、重
点地区、重点单位、公共场所、景点周边
等窗口地区以及背街小巷、小区等区
域。

王勇介绍，此次“百日攻坚”行
动分为三个阶段：宣传准备阶段
（10月30日至11月12日）、集中清

理阶段（11月13日至12月2日）和
巩固提升阶段（12月3日至2019年
1月31日）。

盛泽镇将在前期排查准备的基础
上，针对城市道路占道停车、占道设
摊、占道经营及“僵尸车”长期占道
停放等问题进行高频次巡回整治，同
时视情况在人行道板增设隔离设施，
并制订出详细的整治计划。

盛泽镇开展违法占道大清理
“百日攻坚”行动“剑指”道路交通突出问题

本报讯（吴慧斌 记者陈静）近
日，随着最后的垃圾清运完成，盛泽
镇坝里废布市场整治工作收官，困扰
当地多年的废布市场终于被夷为平
地。在此次整治中，盛泽镇共拆除违
法建筑面积2.67万平方米。

盛泽镇坝里废布市场设立于
2008年11月，分南、北两个市场，
南市场占地 35亩，北市场占地 36
亩。南、北两个市场共有砖混结构建
筑1.13万平方米、彩钢板建筑1.54
万平方米，违建总面积达2.67万平
方米。市场内共有经营户236家，主
要经营废布回收、玻璃加工等，市场

内环境脏乱差，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
隐患。

盛泽镇综合执法局相关人员告诉
记者，处理布的交易销售是纺织产业
中的一环，因此吸引了大量人员从事
该行业。经过多年积累，此处形成了
一个较为大型的处理布交易市场。由
于管理松散，一些租户为求方便，直
接生活在市场内，消防安全隐患突
出。

前期，城管、消防、安监和公安
等部门已多次对坝里废布市场进行整
治，清理了市场内的煤气罐、煤气灶
等明火设施。但是，往往没过多久，

不少商户又偷偷将煤气灶等设备搬进
市场，整治反反复复。经过综合考
虑，盛泽镇决定对坝里废布市场进行
整体取缔，并彻底拆除市场内的违法
建筑。

“市场内的200多家经营户涉及
土地承包、房屋租赁及转包等关系，
人员结构错综复杂。”该名人员告诉
记者，为确保取缔工作稳步、安
全、有序进行，今年5月，镇综合
执法局盛南中队联合公安部门对废
布市场所在的园区路进行24小时交
通管制，限制废布运输车辆进入废
布市场周边区域，确保村庄内废布

经营点清场工作有序开展。6月，盛
南中队深入废布市场周边村庄进行走
访、调解和调查工作，并对村庄内的
废布经营点进行取缔，期间共取缔废
布经营点37户，拆除违法建筑2876
平方米。

9月，盛泽镇多个部门向市场内
商户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各商户逐步
搬离废布市场。商户搬离后，市场内
残留大量废布垃圾，盛南中队联合环
卫所及时清理。环卫所抽调4辆垃圾
清运车，持续清理20多天，共清运垃
圾2600余吨。截至10月底，坝里废
布市场整治基本完成。

坝里废布市场“寿终正寝”
2.67万平方米违法建筑被夷为平地

日前，记者从盛泽镇第二届孝老
文化节闭幕式上了解到，盛泽镇今年
新增2名百岁老人。他们分别是朱俞
氏老人和陈信法老人。

今年9月3日，陈信法度过了自
己100周岁的生日。如今，他身体健
康，除了行走需要支撑以外，听力、
视力等方面依旧灵敏。他在大女儿和
小儿子的陪伴下，每日过着舒适、悠
闲的生活。

当记者走进陈信法老人的家中
时，他正在准备着与儿子两人的午
饭。他告诉记者，每天早上6点钟，
他准时起床熬粥，吃完早饭休息一会
儿便开始准备午饭。这时大女儿会送
一些菜过来，小儿子陪他一起吃。

吃完午饭，小儿子推着轮椅带他
去东方广场看市民打扑克牌，大约至
下午3点回家。“其实我不会玩扑克
牌，看别人玩就觉得很有趣，还能外

出散散心，一举两得，所以慢慢地就养
成了这个习惯。”他乐呵呵地说。

朱俞氏老人家住镜湖社区徐家浜
内，于今年1月30日度过了自己100
周岁的生日。她有4个儿子、2个女
儿。如今，为了让母亲得到更好的照
料，她的6个儿女经常来看望她，还请
了保姆照料母亲平日的起居生活。

在一次三儿子朱金奎帮母亲整理衣
服时，她忽然喊腰疼。原来几年前，朱
俞氏的腰部长了疱疹，在家人的带领下
前往医院就诊，后来虽然表皮的疱疹退
下了，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轻轻触碰
便能感觉到疼痛。朱金奎说，母亲最早
以织布为生，后来便做了家庭妇女，悉
心照料家人们的生活，年轻时的性格比
较倔强。所以在沟通时，儿女们也会特
地讲一些能让她开心的事情，让她保持
一个好心情。

说到儿女孝顺，家住盛泽镇目澜社

区的百岁老人陈阿文常被邻里夸“有福
气”。这不仅因为她长寿健康，更因为
她养育了4个好儿女，尤其是长子陈根
生，事无巨细，为她打点安排，悉心照料。

在陈根生看来，照顾母亲是一件天
经地义的事。不仅是他，他的妻儿、孙
辈也对老母亲关爱有加，家庭和睦；连
住在同镇的兄弟和远在上海、苏州的妹
妹们也时常挂心，不时前来照看。如
今，4个子女轮流照顾陈阿文，他们孝
敬长辈，诠释着“孝老爱亲”的传统美
德，形成了良好家风，在目澜社区被传
为佳话。

“虽然她已经102岁了，但她的精
神状态一直很好，思维也很清楚，身体
更是硬朗着呢！”陈根生还告诉记者，

“老人的基本生活都能自理，有时候还
会帮忙洗洗衣服。老人牙口还好，秋冬
天吃螃蟹，一顿能吃两只呢。”

同样安享幸福生活的百岁老人还有

张瑞生。“我妈妈现在身体还算硬朗，胃
口也很好。”张瑞生的二女儿孙碧英告诉
记者，张瑞生老人虽年事已高，但看上
去面色红润，精神矍铄，面容慈祥，笑
起来和蔼可亲。在与老人交谈中，记者
发现她的思维清晰，听力很好，只是眼
力稍有减退。

据孙碧英介绍，在没有退休前，张
瑞生是一名普通的服装厂工人，做鞋帽
的。她一共有8位子女，四男四女。儿
女现在分别生活在盛泽、苏州和上海。

“虽然我们兄妹住在不同的地方，但自从
我妈妈住进了护理院，我们几个子女都
约定好的，每隔一天轮流去看看妈妈，
陪她讲讲话。”孙碧英说。

谈到长寿，老人表示生活很有规律，
每天三餐都定时，除了早睡早起外，时常
会打个盹，或者晒太阳喝茶。她的子女们
总结了老人的长寿秘诀：不发愁，没压力，
遇到任何事不着急，心态乐观。

百岁老人幸福生活的盛泽样本
本报记者 陈军 鲍宇清 范晓菲

百岁老人陈信法（左）。（鲍宇清摄） 百岁老人朱俞氏（中）。（鲍宇清摄）

百岁老人陈阿文（前排）。（陈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