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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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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访
寻访“
“最美家庭
最美家庭”
”□

“坚强媳妇”用爱温暖家庭
——记南麻社区钱金英家庭
本报记者 贾黎
她是街坊四邻人见人夸的好媳妇，她用
轮椅带婆婆出门晒太阳。因为宗秀英走不动
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庭的重担，她数年
路，钱金英每天都会为她洗脚、做按摩。
如一日地恪守孝道、照顾家人，用自己的实
6 年来，钱金英对婆婆悉心照顾，不离不
际行动诠释着“家庭生活幸福”的真谛。她
弃，
从没有一句怨言，
没说过一句累。
她经常说：
就是南麻社区的钱金英。
“人人都会变老，如果自己不给儿女树立榜样，
钱金英今年 55 岁，她的丈夫浦福生经
等以后自己老了，
也就没有人照顾了，
所以说孝
营小生意，常年在外奔波。所以，照顾家人
顺老人是我必须要做的。”
每当与左邻右舍谈起
的重担落在了钱金英的身上。
自己的媳妇时，浦福生总是自豪地说：“能有
这样一个好媳妇，真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啊！”

怀 揣 孝 心 悉心照顾婆婆
钱金英的婆婆宗秀英今年 88 岁，6 年
前患了脑梗。从那以后，她生活不能自理，
连走路都很困难。于是，钱金英开始专心照
顾患病婆婆。
6 年来，钱金英总是小心翼翼地照顾着
婆婆。为了照顾婆婆，在这 6 年里，钱金英
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经常要深夜或凌
晨起床为婆婆换尿布、翻身。为了减缓婆婆
肌肉萎缩的程度，钱金英常常整夜不睡觉，
为婆婆做按摩。天气好的时候，钱金英推着

长 嫂 如 母 为小叔撑起一片天
除了照顾婆婆之外，钱金英还要料理患有
精神疾病的小叔浦福金的日常生活起居。“浦
福金真的是太可怜了。我们只要有一口饭吃，
就不能让他挨饿。
”钱金英这样告诉记者。
由于患有精神疾病，浦福金情绪不稳定，
经常会做出一些常人不能理解的事情。钱金英
却从不与他计较，像保姆一样，尽心照顾他。
每天，钱金英为浦福金备好药片，为他准备一
日三餐。有时候，浦福金不想吃饭，会在门口

抽烟发呆。钱金英就会把饭菜放在电饭锅里保
温，然后在一边默默地看护着他，等到他想吃饭
再把饭菜递给他。
每天晚上，钱金英也会像照顾
婆婆那样，为浦福金洗脚，并帮他洗好衣服。

当 好 贤 内 助 家和万事兴
钱金英与丈夫浦福生夫妻关系非常和睦。
在处理家庭的大事小情时，夫妻俩也能有商有
量。在日常生活方面，钱金英勤俭持家，合理
安排家庭开销。浦福生曾深有感触地说：“是媳
妇给家人带来了温暖和幸福，她为家里付出的
实在太多了！”
钱金英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在儿子成
长的过程中，钱金英从不打骂儿子，也不让他
放任自流，而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去影响儿子。在她的精心教育下，今年 30 岁的
儿子浦赟品行端正。
“家和万事兴”是钱金英常说的一句话。多
年来，她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家人，让一家人的
生活和和美美。

三战全胜 进军市级总决赛

盛泽一中女足
“区长杯”夺魁
本报讯 （记者陈军） 近日，2018
年吴江区“区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
赛 （初中组） 总决赛在松陵一中足球场
举行。经过激烈角逐，盛泽一中荣获初
中女子组冠军。
赛前，各队组织有序，双方队员相
互击掌；赛中，双方队员们比拼战术和
基本功，增强团队凝聚力，发扬体育精
神。经过三场比赛，盛泽一中女足队伍

以三战全胜的好成绩获得冠军，该队将
代表吴江区参加苏州市校园足球总决赛。
“我校一直秉承特色创校的理念，以
专业训练、全员参与为基础，致力于培养
一支
‘高素质、高水平’
的足球队。”
盛泽一
中校长金坤荣说，虽然足球训练很艰苦，
但是本着“不忘初心 勇争前锋”的信念，
女足队员在教练的带领下，苦练基本功，
勤学技巧，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家校合力推动教育发展
盛泽中学举行家长委员会会议
本报讯 （记者郗小骥） 近日，盛泽
中学举行了该校第二十二届家长委员会
集中会议，该校校长室、德育处与教务
处的负责老师及 12 名家长代表参会。
会上，盛泽中学校长吴春良为受聘
为家委会委员的家长代表颁发了聘书。
该校德育处与教务处的相关负责老师分
别介绍了学校的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
家委会委员丁玉明说，委员们会尽己所
能，积极发挥家长在学校管理工作中的

作用，为推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发展贡
献力量。吴春良说，希望家长委员们多
关心、多 支持 、多参与 学校 的各项工
作，针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多提意见
和建议，家校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学校
教育教学取得进一步发展。
盛泽中学相关负责老师说，此次会
议拉近了家长和学校的距离，为家长和
学校之间搭建了沟通桥梁，为家校共同
教育好学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吸气，左臂高举过头，屈肘，肘尖正对天空，手朝下……﹄近日，记者在水韵
瑜伽盛泽店的练习室内看到，一群瑜伽爱好者在专业瑜伽教练的指导下练习瑜伽。
图为瑜伽爱好者正在进行瑜伽练习。
（范晓菲摄）

冬日冷 瑜伽热

江苏盛泽医院接受省级健康
促进医院建设工作终期考评
本报讯 （记者沈佳丽） 近日，省级
所的禁烟标识及健康教育宣传设施，并
健康促进医院建设考评组来到江苏盛泽
重点考察了戒烟门诊工作的开展情况与
医院，对该院省级健康促进医院建设工
戒烟措施的实施情况。考评组还指导了
作进行了终期考评。
该院门诊输液室的健康教育、健康小屋
考评组按照 《健康促进医院考核标
的建设、针对住院患者的健康教育等工
准 （2016 版） 》 要 求 ， 通 过 现 场 查
作。
看、访谈、查阅资料等方面入手，对江
据了解，江苏盛泽医院将紧紧围绕
苏盛泽医院健康促进医院建设工作开展 “完善健康管理、培养健康行为、促进患
情况进行全方位考察。考评组的专家们
者康复、 输送健康理念 、建设健康环
听取了该院创建省级健康促进医院工作
境”的五大健康促进目标努力建设好省
情况的汇报，查看了医院健康教育相关
级健康促进医院，全方位提升医疗服务
材料，现场查看医院整体环境、公共场
水平，更好地造福患者。

□ 盛泽综合执法

盛泽城管整治占道经营乱象
本报讯 （王方 记者陈静） 日前，
盛泽镇综合执法局盛泽中队执法队员对
市场中路与革新路交界路口的流动摊贩
占道经营的现象开展集中整治。此次整
治工作持续了两日，共出动队员 20 余
人次、执法车辆 2 辆，清理流动摊 20
余个，暂扣电子秤 1 台。经过整治，交
界路口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情况明显好
转。
盛泽镇市场中路与革新路交界路口
长期聚集着不少卖菜的流动摊贩在此摆
摊。记者看到，一些小贩直接将菜摊摆
在人行道板上，有些小贩甚至将菜摊摆
到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上，不但违
法占道经营，导致道路拥堵，更带来了
安全隐患。
盛泽镇综合执法局盛泽中队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由于革新路上有一所小
学和一所幼儿园，每日上学与放学两个
时段里，革新路便“人满为患”。“不少
接送孩子的家长为了节约时间，常常停
下车到路口的流动摊贩处买菜。久而久
之，好多小贩们见这里生意不错，于是
闻风而来。这个交界路口竟然凭空有了
一个小型‘露天菜场’
。
”该负责人说。
此前，盛泽镇综合执法局已将市场
中路与革新路交界路口列为重点巡查对
象，经过连续一段时间的治理，目前学
校周边已经见不到流动摊贩的身影，
整条革新路的交通情况也变得顺畅
了。今后，盛泽镇综合执法局还将增加
巡查频次，加大对流行摊贩占道经营违
法行为的执法力度，为附近市民营造整
洁、有序、安全的环境。

江苏盛泽医院保洁员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两辆电动车相撞

小轿车停在路口

逆行驾驶员竟要求赔偿

原来是驾驶员醉驾惹的祸

本报讯 （记者陈静） 近日，
市民杨先生 （化名） 驾驶一辆电
动车在盛八线非机动车道由东向
西行驶，与迎面而来逆向行驶的
另一辆电动车驾驶人胡女士相
撞。
两车相撞后，胡女士连车带
人倒地，小腿有些淤青，她的电
动车也有些损坏。双方互相查看
询问后，身体均无大碍，杨先生
打算继续赶路。但胡女士不依不
饶，要求杨先生赔偿电动车损坏
修理费数百元。
杨先生向其解释说：“我走
的是正确的方向，你是逆向行

驶，责任在你，怎么还能向我索
赔呢？”杨先生好言相劝，胡女士
却执意要求赔偿。
双方争执不下，杨先生无奈
只得报警。盛泽交警中队民警接
警后来到现场勘查，告知胡女士
逆向行驶有错在先，反口索赔毫
无道理。胡女士仍然强词夺理，
不依不饶。最终，交警只得暂扣
双方电动车，要求双方随后到盛
泽交警中队处理。
经过盛泽交警部门办事窗口
工作人员的教育劝导，胡女士才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承诺今后
会遵守交通规则，不再逆向行驶。

本 报 讯 （马 世 元 记 者 贾 黎）
日前，盛泽交警中队民警接警
称：有一辆汽车停在舜湖西路春旭
路路口，车已熄火，车内一名男性
驾驶员睡着了。
接警后，民警马上赶往现场。
在现场，民警发现一辆红色小轿车
停在路口，车内的驾驶员在睡觉。
在几次试图唤醒驾驶员未果的情况
下，为了确保该驾驶员人身安全与
道路交通安全，民警只能强行打破
轿车后排右侧车窗，然后打开车门
把驾驶员唤醒后带出。
据了解，该驾驶员姓陈。当
晚，陈某下班后，开车到镜湖公园

附近，与同事吴某一起吃饭。期间，
陈某喝了六瓶啤酒。晚上 11 点多，
聚餐结束，陈某驾车赶回家里。开至
舜湖西路春旭路路口时，酒劲上头的
陈某犯起了困。于是，陈某直接熄
火，睡了起来。直至第二天凌晨，民
警到达现场破窗，陈某的这场“美
梦”才被唤醒。
后经抽血检测，陈某体内酒精含
量为 143mg/100ml，已经达到醉酒
驾驶的标准。所幸，陈某的危险行为
未造成任何生命财产损失。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应自
觉拒绝酒后驾车行为，应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共创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本报讯 （记者陈静） 新年伊始，吴
江高新区 （盛泽镇） 的垃圾分类宣传工
作有序开展。1 月 4 日中午，江苏盛泽
医院邀请盛泽环卫所的宣传员为该院
100 多名保洁员宣讲垃圾分类知识，助
推全镇垃圾分类工作持续向好发展。
当天午饭后，江苏盛泽医院 100 多
名保洁员来到该院行政楼三楼的会议
室，聆听了一场生动的垃圾分类专场讲
座。盛泽环卫所宣讲员重点介绍了垃圾
分类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苏州市范
围内垃圾分类“三分法”的具体实施细
则，告知在座环卫工要将各类生活垃圾
分别投放在相应的垃圾桶内，日常生活

中应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物品。
“原来，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烟蒂、
用过的餐巾纸等均属于其他垃圾，我常
常分不清这些物品的归类。通过学习，
我
知道怎么区分这些垃圾了。”江苏盛泽医
院的一名保洁员说，听了讲座后，自己学
到不少知识。
据悉，江苏盛泽医院一直非常重视
垃圾分类工作，近年来积极推进垃圾分
类场所和设施的建设。目前，该院已建
有 3 个垃圾分类“三分法”亭，并在医
院广场、停车场等处放置了可回收物垃
圾桶和其他垃圾桶，方便市民分类投放
垃圾。

保障通行安全

盛泽城管拆除破损广告牌
本报讯 （金琦琦 记者陈静） 1 月 4
日上午，盛泽镇综合执法局盛西中队接
到群众反映，称南麻大桥上的一个路灯
广告牌发生破损，随时有可能掉落，对
居民人身安全存在隐患。
执法队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桥面的
一根路灯杆上设置有一个长方形的广告
牌。该广告牌已经破损，露出了骨架，
外侧的广告纸早已破损外翻。近期一直

刮风下雨 ，该广告牌在 风雨 中摇摇欲
坠。如果广告牌掉落，会对过往行人造
成危险。
执法队员第一时间作出处置，首先
在路灯周围区域设置了警示柱，提示过
往行人注意避让。随后，执法队员找来
折叠梯，一人爬上路灯杆，另外两人则
扶住梯子。因桥面湿滑，三名执法队员
互相协作，才顺利拆除了该破损广告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