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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胡永昌）今
年春节旺季市场，全区烟花爆
竹经营秩序良好，非法违法经
营烟花爆竹的摊点比以往有明
显下降。良好的经营秩序的背
后，是安全监管的到位。

为保障烟花爆竹经营安
全，确保市民欢度新春佳节，
春节前夕，区应急管理局联合
区公安局、区供销合作总社等

部门，在全区连续开展烟花爆
竹经营旺季安全监管联合检查
执法活动，突出对无证无照、
销售假冒伪劣、走街串巷兜售
等非法违法行为的打击。

2月 2日是农历年廿八，
记者跟随其中一个检查小组来
到桃源镇、盛泽镇进行检查采
访。检查人员先后来到铜罗农
贸市场、人民街，青云商贸市

场和御龙街，盛泽镇南麻社区及
盛泽镇镇郊接合部等地巡查，从
总的检查情况来看，除了青云御
龙街和盛泽镇镇郊接合部的个别
烟杂店及路边摊点上发现有零星
的烟花爆竹售卖外，其他地方均
未发现非法违法经营现象。当天
检查结束后，检查人员将收缴到
的烟花爆竹及时运往空旷地带进
行现场销毁。

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从春节前的联合检查执
法情况来看，全区烟花爆竹经营
秩序较好，非法违法经营情况很
少发现，但烟花爆竹的安全监管

工作依然任重道远，他们将继续
完善烟花爆竹长效监管工作机
制，加强各部门协调合作，对非
法违法烟花爆竹经营行为保持高
压严打态势。

不让伪劣产品坑害市民
我区强化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监管

记者，是时代的记录者，他们奔走在各个岗位、各种场合，记
录着人类的活动，也记录着社会的变化，他们用手中的纸和笔，描
绘出这个世界的千姿百态。电视、网页、报纸、杂志，是我们见到
他们的日常途径。

但是，生活中的记者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春节，就让我们一
起，走入记者的生活，看看他们是怎么过的。

“你和你爸今年都是本命年，家里
有两只‘佩奇’哦，给你买的红毛衣要
穿，早点回家过年。”年廿九一早，妈妈
就打电话过来催了，本打算年三十一
早回家的我，当天傍晚就赶回了家。

我工作刚满一年，有了些自己的
积蓄，便早早地给家人备了新年礼
物，奶奶的毛衣、爷爷的血压测量
仪、妈妈的羽绒服，但送爸爸什么
呢？“红色的衣服别买了，你爸爸都
有，你就简单点，给他包个红包
吧。”妈妈笑着提点我。

吃年夜饭的时候，平时不大爱喝
酒的爸爸拿出了一瓶红酒，“难得
的，陪老爸一起喝点。”爸爸开心地
说。大概是因为氛围好，爸爸的酒量
变好了，酒过三巡，他悄悄地告诉
我：“压岁钱放你枕头底下了。”“老
爸，我都工作了，应该我给你压岁钱
了，我也放你枕头底下了，‘猪猪’
款式的，很萌哦！”（如图）我和爸爸
相视一笑，压岁钱放枕头底下是我们
一家人的默契。

在爸爸的眼里，我永远是个孩子，
他说，不管我工作了还是结婚了，压岁
钱每年都要给的。说起本命年，我已经
24岁了，爸爸也48岁了，“你看老爸
是不是头发都白了？你什么时候找对
象啊？老爸跟你这么大都有你了，你
算算是不是？”面对爸爸的唠叨，我有
些无言以对，果然过年回家被催找对
象是逃不掉的话题啊！ （蔡铭越）

本命年的我们互送红包

大年初二早上，我们一大家子老
老小小共28人，带上行李，坐上大
巴车，踏上了新年的旅途。

这次旅行，我们期待已久。四年
前的春节，我们几家亲戚曾组团包车
去浙江的金华、千岛湖等地游玩。时
隔四年，我们家族旅游团的“团长”
终于不负众望，再次组织起来，此次
目的地是江西。

大巴从吴江出发，途径浙江，开往
江西。我们团里，最小的4岁，最大的
75岁，三代人坐在一辆车上，有说有
笑，比在家里热闹得多，开心得多。

第一站磐安十八涡，天气回暖，
温度适宜，山青水绿间，大家坐竹筏
泛舟水上，正是“青山绿水喜荡舟，
水推船移岸不留”。第二天来到江西
南昌，登上滕王阁。滕王阁经历世代
风雨，几次重建，已不再能看“秋水
共长天一色”，但其雄伟精美一如当
年王勃笔下的高阁。来到宜春的明月
山时，山下细雨蒙蒙，山上云雾缭
绕，却遮不住山中奇景，星月洞、月
亮湖、青云栈道，在山石林湖间，我

们无不感叹自然的雄奇幽险。第四五
日仍是细雨相伴，我们探秘了由两棵
千年银杏守护的南惹古村，参观了景
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并去陶瓷市场

“扫荡”了一番，收获满满！
这次旅程，天气并不好，车程也

偏长，但重要的是有一个让亲人们相
聚的机会，白天游览，晚上小饮几
杯，年轻人一起“开黑”。这样过年，
好不自在！ （倪书喆）

年在旅途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渐渐成为
了别人眼中的“剩女”，每个春节对
于我而言，似乎成了一个难过的坎。
自我回家那天起，我就被遇到的每一
个亲朋好友问长问短。“今年过年几
岁了？”“怎么还不带男朋友回家？”

“要找了，有合适的给你介绍。”……
假期头两天，家里忙着招待拜年

的亲戚，也顾不上给我相亲的事。不
过我早有预感，是逃不掉的，毕竟年
底上班那几天，我的母亲一直在给我
做思想工作。到了假期尾声，传说中
的介绍人终于打来了电话，约见面的
时间。就这样，春节相亲的事情被提
上了日程，大年初五，一个家家户户
忙着迎财神的日子，我迎来了一场尴
尬的相亲。

当天吃完晚饭，我和我的母亲还有
嫂嫂驱车赶往镇上的茶楼。对于这次相
亲，我自然是不情愿的，我家到镇上尚
有一段距离，所以途中，我一再和母亲
强调，回家还要写稿，一会要控制时
间，不要太长。茶楼的装修有些陈旧，
我们到的时候，对方已在包厢里了，介
绍人在门口等着，见到我们，就开了包
厢门，迎我们进去。包厢里共有两长排
沙发，中间有一张长桌，桌上放着各种
小食，还有一台老式的背投电视机。我
的母亲性格开朗，是个自来熟，落座
后，一直和对方的母亲闲聊，我低头玩
着手机，顿时成了局外人，好在母上大
人很是体谅我，不到半小时结束了这场
相亲。这就是我今年春节增加的新节
目。 （佳佳）

“剩女”春节相亲记

今年春节是我第二年跟着老公回
湖南老家过年。提前跟单位请了假，
1月31日晚上7点出发，沿着G60沪
昆高速先是往南，穿过浙江，随后一
路往西，穿过江西，就到了湖南境
内。幸好是提前出发，一路非常顺
利，1200多公里的路程，连休息带
开车，大约用了21个小时。

出发前，照例要准备些年货，因
为我们俩工作实在太忙，只来得及买
了些中老年奶粉、核桃酥、坚果礼盒
啥的，幸好我爸妈备好了人参，还有
给公公的羽绒背心，才不至于显得太

“寒碜”。老公的家在娄底新化县，位
于湘中，山连着山，连绵不断，真的
好像歌里唱的那样“这里的山路十八
弯”。最大的感受就是去哪儿都要翻
山越岭。所以，没辆车子代步是真的

寸步难行。
还有一个感受，我们国家老百姓的

日子真的在越过越好，就拿婆家所在的
村来说，邻居们翻盖的新楼气派极了，
大部分人家的院子里都停着车。“以前
是摩托大军浩浩荡荡回乡过年，现在都
开汽车了。”我老公说。

日子总是过得很快，大年初四傍
晚，我们准备返回吴江了。从那天早上
开始，公婆和老公就开始不停地往后备
箱里装东西，腌好的猪肉、猪蹄，杀好
的鸡，自家种的薏米、玉竹、竹笋、白
菜、魔芋，还有自家酿的米酒……塞得
满满的（如图）。说到鸡，不禁令人想
笑，去年带了一公一母两只活鸡回家，
结果因为返程路上实在太堵，母鸡忍不
住在车上下了个蛋。

（杨隽）

湖南媳妇返乡过年

新春走基层 记者过大年

今年是我到报社工作的第二年。
去年，一位报社的前辈跟我说，记者
写稿的激情期是入职后的三年间，让
我要抓住这三年的时光多写多练，早
日崭露头角。三年时间，也包括各种
假期。今年大年初二，我主动接了个
活儿，在吴江区工人文化宫，有个猜
字谜的活动。

早上九点多，我来到了工人文化
宫，活动室里人头攒动，十分热闹
（如图）。没想到同事何清已经“捷足
先登”，举着他的单反在拍照了。这间
小小的活动室里，不少人一手拿着笔，
一手拿着便利贴，盯着挂在屋子里的
谜语纸，嘴里还念念有词。看周围的人
都很认真，我也加入了猜谜大军中。

有张纸条上只写了一个“笔”
字，提示是一个动作。我被这个字谜
吸引住了，在这个字谜前站了很久。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依旧是一头雾
水。一位老先生在我旁边站了5分
钟，便提笔写出了答案——翻手上
篮。接下来的10分钟，这位老先生

又连续猜出了3个谜语。
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樊秋华告

诉我，每年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三，文
化宫都会举办新春猜谜活动，很多老

“谜友”每年都会来捧场。“他们有的
住在黎里，还有的住在姑苏区，但每
到这几天，他们总会来这里，大家以
谜会友，共度新年。”樊秋华说。

虽然采访结束后，自己还是没猜
出一个谜语，但与老“谜友”们一起
度过的一个多小时却是一段不一样的
假期经历。 （阿卓）

年初二，我在文化宫采访

大型商业综合体完胜传统商超
（上接01版）还可以看电影、喝
奶茶，带孩子逛一逛游乐园。陈
杰介绍，在很多沿街商铺歇业的
情况下，万宝财富商业广场的大
部分商家正常营业，大年初一还
专门推出总经理送红包活动，营
造了良好的节日氛围。去年引进
的海底捞、晴子日料、周大福珠
宝等品牌商家表现突出，大地自
由人影院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20%。餐饮业更为火爆，COCO
奶茶店前一直人流如织。虽然传
统的商场、超市受线上销售冲击
较大，但商业综合体表现越来越
好，让顾客有了更多的选择。

吴江新城吾悦广场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春节期间，吾悦广

场推出“年货大街”集市，每天
都有各类商品特惠和促销活动，
一些服装品牌商家也持续开展打
折活动。广场运营部门还与商家
联手设立新春大舞台，每天举行
各类演出活动，营造喜庆的节日
气氛。广场内表现最佳的当数影
院和餐饮业，永乐影院在苏州大
区一直排在前十名，餐饮业表现
较好的包括新梅华餐饮、大渝火
锅等，华录乐园、多奇妙等儿童
乐园备受欢迎。这位负责人表
示，目前顾客对商业综合体的要
求不再是简单的购物，还需要看
场电影、吃点东西，因此大型商
业综合体比传统商超更具吸引
力。

吴江7天接待游客49.14万人次
（上接01版）震泽古镇老街

上的茶馆店主告诉记者，自己家
的绿茶虽然价格涨了，但是依然
有很多游客愿意驻足停步，喝茶
聊天。震泽的特色美食尤其受游
人欢迎，黑豆腐干色泽黑亮、鲜
香扑鼻，萝卜丝饼金光发亮，既
可解馋又能解饿。四碗茶楼上的
一杯熏豆茶，不仅迷了游人的
嘴，更是让本镇百姓也流连不
已。“我们这儿的糕点，每天能
卖出比平时多好几倍的数量。”
仁昌食品店的店员手忙脚乱的同
时，好不容易回应了记者一句。
小镇上的人流一直到夜幕初上，
依旧不见止息。

“震泽和别的地方不同，虽
然游客很多，古镇很小，但是给
人一种很宁静安详的感觉，在河
边泡一杯茶坐一下午，看船摇过
去又回过来，感觉整个人都静下
来了。”从四川来吴江旅游的张
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就是想
找一个和家乡不一样的小镇，感

受一下不一样的春节风情，这里
给人的感觉很好。

震泽古镇游人如织，同里更
加热闹，春节期间，“暖乐同
里·民俗过大年”活动在同里上
演，舞龙、舞狮、打连厢、挑花
篮等同里民间艺术轮番上演，退
思广场上，锡剧、越剧、昆曲咿
咿呀呀，游人、市民流连忘返。
福禄寿三星刚举行了水上祈福仪
式，又来到古镇街头巷尾送金元
宝、送福气。年初五，财神爷也
沿街巡游。

除了古镇，圆通寺上香祈
福、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温泉
游、同里湿地公园手摇船等都吸
引了大量游客。全国各地的游人
会聚吴江，体验江南城市的别样
风情。“以前从来没见过小船从
家门前过，也没见过河湖如此密
布的城市，吴江真的让我大开眼
界了，以后有机会我还会来吴
江。”来自哈尔滨的游客赵女士
说。

吴江年味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上接01版）每天200条源自吴
江百姓生活的原创灯谜，吸引了
桃源、汾湖、同里等各区镇的猜
谜高手，还有相城区的民间猜谜
王也参与其中。此外，春节期
间，区公共文化艺术中心还推出

“芦墟山歌精选信笺书法展”和
“山花烂漫——段炳臣谢俭园林
烙画精品展”两个重磅本土文化
大展，吸引市民从四面八方赶来
闹新年。

春节期间，吴江的各个古镇
也为市民游客“配齐”了文化大
餐。在同里古镇，正月初一至初
五，舞龙、舞狮、打连厢、挑花
篮等同里民间艺术表演闪亮登
场；正月初一至初六，古戏台上
还不断上演锡剧、越剧、昆曲等
经典戏曲。在黎里古镇，年三十
至正月初四，都会举行热闹的祈

福活动，正月初一、初三、初五
3天，在黎里庙桥小戏台，传统
好戏轮番上演。在震泽古镇，丰
富的新春福利从年三十便已开始
发放，还有迎财纳福等精彩活动
不断，让参与的市民游客笑得合
不拢嘴。在平望古镇，套圈圈、
夹娃娃、贴福字等游艺活动，

“唱响春天”——新老平望人广
场卡拉OK活动，新春猜灯谜活
动都吸引了大量市民参与。

当然，喜庆的节日也少不了
精彩的电影相伴。春节假期不
少吴江市民相约亲朋好友，走
进电影院，看上一部“贺岁
档”电影，丰富自己的假期生
活。还有的家长趁着假期带孩
子前往吴江博物馆、吴江图书
馆等文化场馆，汲取“精神食
粮”，了解传统习俗。

春节全区客运市场平稳有序
（上接01版）区交通运输管

理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
年春节期间，雨雪冰冻天气给市
民出行造成些许影响，此外也因
私家车增多、轨交运力增大等因
素使客流分散，客流量降低。因
此，吴江春节期间的客运行业整
体客流量较2018年同期有所下
降。其中，全区客运班线预计运
送旅客2.01万人次 （一级客运
站累计运送旅客1.38万人次），
客流流向主要为上海、浙江和苏
北三个方向，较2018年同期下降
16.9%。假日7天全区城乡公交预
计运送旅客76.32万人次，日均
客流较2018年同期下降7.5%。

同时，因受到雨雪冰冻等天
气的影响，假日7天全区累计停
发客运班车1481班，办理退票
手续843张。为切实保障好春节
假期旅客的平安出行，区交通运
输管理处提前部署运输保障及行
业维稳相关工作，春节假期，全
区道路客运市场平稳有序，7个
汽车客运站未发生旅客滞留情
况。

此外，春节假期，全区公交
行业共投入977辆公交车辆，较
去年同期增加10.1%，用于夜间
班次加密、机动车调度等，全力

保障吴江乡镇居民进入松陵城
区、吴江居民前往苏州市区的出
行需求。

又讯（记者高琛）除夕夜，
在同里罗星洲景区的码头，区地
方海事处的工作人员依然坚守在
岗，全力保障罗星洲跨年活动的
举办。昨天，记者从区地方海事
处了解到，春节7天假期，吴江
各景区的水上游览项目共接待并
安全运输旅客16171人次，区地
方海事处相关岗位工作人员在假
日里日夜值守，加强对全区水上
旅游风景区及危货船舶等春节期
间重点对象的监管，全力保障辖
区水上交通安全。

据了解，2月4日至10日，
区地方海事处共投入105人次值
班值守，出动海巡艇7艘次，巡
航总里程175公里，电子巡航
260分钟。在工作人员的努力
下，春节期间，吴江辖区水域未
发生水上交通事故，水上交通安
全形势稳定有序。

同时，为保障辖区大型企业
春节期间生产原料运输畅通，区
地方海事处各海事所点共完成
13艘次危货船舶进出港申报审
批，保障了吴江企业在假日中的
正常生产经营。

春节假期社会治安稳定
（上接01版）其中违法犯罪警情
99 起，较去年春节假期下降
20.16％，包括刑事类警情 35
起，治安类警情64起。另外，
交通警情583起，求助警情437
起，纠纷类警情476起。

据悉，春节期间，同里古

镇、黎里古镇、震泽古镇等地游
客众多，为给游客出游提供良好
的交通出行环境，交警部门及早
部署，加大警力指挥引导交通，
全区节日期间未发生长时间、大
范围的交通拥堵，道路交通安全
态势和交通秩序总体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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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亲戚一家在滕王阁前留影记者亲戚一家在滕王阁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