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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回放】
王某与刘某系夫妻，

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刘某与冯某结识并同
居。二人同居期间，刘某
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赠与
冯某50余万元。后王某
得知此事，遂向法院起
诉，认为刘某给付的50
余万元系夫妻共同财产，
要求冯某返还上述款项。

后经法院经审理，夫
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工资、奖金，生产、经
营的收益等财产，归夫妻
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
的除外。王某与刘某对于
夫妻共同财产没有做约
定，因此刘某赠与的50

余万元系夫妻共同财产，冯
某应当返还上述款项。

【律师点评】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具有平
等的权利，因日常生活需要
而处理共同财产的，任何一
方均有权决定。非因日常生
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
要处理决定的，夫妻双方应
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
见。夫妻一方非因日常生活
需要而将共同财产无偿赠与
他人，严重损害了另一方的
财产权益，有违民法上的公
平原则，这种赠与行为应属
无效。

江苏天辩律师事务所
李艺唯律师

未经另一方同意

夫妻一方
赠与他人财物行为无效

吴江话“煞念”就是
“过瘾”“爽”，自己爱好
的事情做得痛快酣畅，爱
吃的食物吃得心满意足。

“念头”就是“瘾”，对某
物达到迷恋或痴迷状态，
外加嘦得有某物，就侪忘
记忒的人，才好算有“念
头”“念头大”，一般程度
的爱好勿算。

塔仔念头大的人讲白
相，嘦得提到伊搿爱好，
伊就会得两眼放光，闲话
突然多出来。香烟念头大
搿人会得马上拔出香烟点
着，呼（音同“后”的第
一声[həu]） 一口，再慢
慢交吐出一个烟圈，看伊
搿样子，真叫“煞念”！
不过，自从公共场所禁
烟，念头上来，伊拉也蛮
难行（音杭）搿，开始各
种打花（音[ho]）现（哈
欠）、夹眼睛、抖膀（音

“胖”，抖腿）、左顾右盼
不定心，直到寻着场化
（地方）去煞个念。

与“煞念”相当的还
有一个词——“煞渴”，
比喻极度满足。比如“白
相得煞渴”“吃得煞渴”。

“煞”还可以表示程
度达到极点。吴江人常挂
在嘴边的如“车子还勿
来，要迟到快呔，真个急

煞！”“烦是烦得来，人也要
弄煞忒呔！”再比如，“笑煞
外国人”表示很好笑，“要紧
勿煞”形容非常着急慌忙的
样子，“稀奇勿煞”意思是自
认为据有稀罕的东西或某方
面比别人强而感到极为得意。

“搿一枪（近阶段）一直
落雨，长远勿出去爬山呔，
只好公园里走走，呒不劲
煞！今朝出太阳呔，吾堆几
个要好搿朋友，约好去爬灵
白线，吃碗山浪庙里搿素交
面，再到木渎镇浪荡一圈，
听听船浪搿苏州美女唱个江
南小调，夜里向再去跳两场
舞，真个煞念！”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毛
乐群）

趣说“煞念”

□ 学说吴江话

（扫码或下载“今吴
江”融媒体客户端，即
可收听收看相关教学视
频。）

人 物 小 档 案

主角：郑金铭 （沧海砺
剑）

职务：吴江区曲艺家协
会副主席

原籍：河南郑州
来吴时间：2005年
人生格言：用心做好每

一件事

近来，喜马拉雅音频分享
平台上播放的长篇历史文学
《南社风云录》，在网络上火
了。它以说书叙事的形式，
播讲吴江南社故事，弘扬南
社精神。

经多方联系，记者了解
到，《南社风云录》的主播沧
海砺剑，实名叫郑金铭，他今
年46岁，是一名爱好文艺的

“交通人”，是一名执着文艺的
“多面手”，竟然还是一名新吴
江人。

弘 扬 南 社 精 神

新吴江人讲吴江故事

“《南社风云录》是以长
篇纪实文学《天下南社》为蓝
本创作而成，今年 1月底开
播，目前已经上线播出了18
回。”郑金铭说。

郑金铭坦言，他能够创作
录播《南社风云录》源于一次
偶然的机会。去年8月，与朋
友聚会期间，郑金铭将与朋友
聚会的情况现场编创了一段评
书，发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子
里自娱自乐。没想到这段评书
被正在寻找主播的 《天下南
社》的作者俞前看到，他就联
系了郑金铭。知道要播南社故
事后，郑金铭便义不容辞地接
下了这个任务。

接受任务的郑金铭，除了
觉得荣幸，更多的则是担忧。

“受人所托、忠人之事，信任
值千金。”他最重的压力，是
思考如何把这部意义非凡的书
籍播好，才能不辜负朋友们的
期望。郑金铭深知自己说书的
底子薄，对南社的了解不算
多，为了更好地呈现作品效
果，他不断研读《天下南社》
这部书，到处查资料，多方请

教播书技巧，并与该书作者合
作，挑选出书中具有故事性的
片段，再将文字转化为适于口
播的语言，讲好吴江故事，弘
扬南社精神。让他开心的是，
《南社风云录》一经播出，便
受到了很多听友的喜爱。如
今，《南社风云录》拥有了一
大批忠实粉丝。”

《天下南社》这部书里的
人物事迹让人敬佩，也让人感
动。郑金铭告诉记者，参与创
作和录播《南社风云录》，让
他收获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吴
江和南社是一种前因后果的关
系，没有吴江人的积极发起就
没有南社，同时南社又是吴江
宝贵的人文资源，吴江籍的南
社社员数量在全国各县 （市
区）高居第一。“在《天下南
社》这部书里有几位与我同姓
的先贤，我现在在播南社故
事，也许这就是一种福缘
吧。”郑金铭说。

耳 濡 目 染

从小就喜爱评书

郑金铭对评书的喜爱，从
小就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小
时候，收音机是家里的‘宝
贝’，父辈们都爱听电台节
目，尤其爱听评书。”郑金铭
告诉记者，在这样的家庭氛围
影响下，从小的耳濡目染，使
他对评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逐渐爱上了评书。

由于经常听评书，那时，
年纪不大的郑金铭已经有了自
己对评书喜好的评判标准。

“我父亲喜欢听刘兰芳的评
书，而我喜欢听单田芳的评
书。”郑金铭说，他跟父辈时
不时会一起说评书，一起交流
听评书的感想。

“到了高中，我偶尔会在校
园播评书。”郑金铭告诉记者，
高中时期，他是学校广播站的成
员之一，平时主要负责播放学校
通知、宣传好人好事，或者是同
学们的投稿什么的，当校园广播
没有节目播放时，他就会对着话
筒说上一段评书。渐渐地，郑金
铭对评书不只是停留在喜欢，开
始尝试创作评书。在家庭的影响
和学校的锻炼下，郑金铭有了一
些说书的功底，为以后的朗诵、
说书打下了一些基础。

1991年，18岁的郑金铭应
征入伍，到浙江宁波当了海军。
14年的军旅生涯，让他的语言
能力特别是普通话水平得到了提
升，这也为他后来参加文艺创
作、演出打下了较为扎实的语言
基础。

精 益 求 精

文艺创作“多面手”

除了说书，郑金铭还曾经表
演小品、相声、微电影，以及
创作诗歌等，对于自己参与的
任何一类文艺作品都是精益求
精。

拿《筑路汉子》来说，郑金
铭为创作好这篇抒情诗，七八次
深入到筑路工人队伍中采风，了
解他们的生活起居，到劳动现场
找灵感，顶着夏天烈日跑工地，
甚至夜晚还去工地感受“筑路汉
子”的艰辛。最终，《筑路汉
子》成稿，有血有肉地展现了新
时期交通人“修桥铺路为人民”
的博大情怀和奉献精神，是一部

让人感动、震撼的作品，并获得
了市级荣誉。

“这些都是我的财富，而这
些‘财富’都是我的兴趣给予我
的，它充实了我的生活。”郑金
铭说。记者了解到，如今，郑金
铭在文艺创作道路上走了 13
年，期间，他创作表演的节目近
20个，节目类型众多，其中有
很多节日获奖。

郑金铭认为，自己在文艺创
作道路上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
走，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去学习。

“某些方面刚刚有了些感悟，才
初尝甘甜的滋味。”正如他自己
所说的，“文艺的最大快乐，在
于探索。”在生活与艺术的天地
里漫游，不断去发现与探索，对
于郑金铭来说，或许才是一个新
的起点，一种新的希冀。

弘扬南社精神 讲好吴江故事
——访吴江区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郑金铭

本报记者 贾黎
本报讯 （记者徐东

升）新市民积分入学3月
1日启动以来持续火热。
记者从区新市民事务中心
（筹）了解到，截至3月
13日，申请积分入学的
已达1115人，申请积分
入医的43人、积分入户
的27人，与去年同期相
比大幅增加。

据区新市民事务中心
（筹）工作人员介绍，吴
江区新市民积分管理已经
连续开展5年，广大新市
民对政策更加了解，积分
入学、入医、入户的意
识更强， 准备 更 加 充
分。往年 5 月底截止日
前才会迎来申请高峰，
去年同期，申请积分入
学的只有 292 人，申请
积分入医的只有1人，申
请积分入户的没有。今年

取消计划生育加分项后，不
需要再提供婚育证明等相关
计生证明材料，手续更加简
便，也是申请人数激增的原
因之一。

这名工作人员提醒，积
分入学申请材料导入上传时
有一个反馈单，需要申请对
象签名确认。往年积分入学
公示期间，会有申请人发现
少加分及申请学校错误等情
况。因此在签名确认时，申
请人要当面仔细核对清楚，
察看材料是否有漏传，申请
入学的学校是否准确。此
外，如果申请人子女申请就
读小学一年级时年龄超过6
周岁，属于因身体原因非正
常入学，需要出具二级以上
医院证明，以及户籍所在地
教育行政部门未取得学籍号
的相关证明，请申请人提前
做好准备。

新市民积分入学
申请火热

目前申请对象已超千人

今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期
间，恒力集团下属各公司分别举
行插花比赛、知识竞赛、趣味运
动会、健康体检等一系列活
动，让女职工们在享受活动乐
趣的同时，度过了一个有意义
的节日。每逢重大节日，恒力集
团就会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活
动，如乒乓球赛、篮球赛、歌唱
大赛、舞会等，还定期邀请医护
人员走进恒力，为员工们进行免
费体检。

来自江苏盐城的王述坤在恒
力化纤电仪部上班，妻子陈燕在
加弹D区成检车间上班，他们连
续6个春节并肩坚守工作岗位，
携手加班保生产。2019 年春
节，他们又要加班，公司提出，

可以将家人一起接来“恒力之家”
居住。春节前，王述坤71岁的父
亲、64岁的母亲和14岁的女儿都
从盐城赶来，祖孙三代一起热热闹
闹过了个幸福年。

“最亲的人在身边，哪里过年
都一样，今年春节难得和父母一起
聊聊家常，一家人一起看春晚，虽
然听起来很平常，但对我而言，特
别难忘。团聚最喜悦，团圆最幸
福。”王述坤说，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为家
庭尽力，对岗位尽责，虽然没能像
别人那样过个休闲年，但在这里生
活工作这么久，早已融入了恒力，
全家人能在恒力团聚，幸福感、满
足感爆棚。

今年2月25日，恒力化纤工

会人员与车间领导一起看望慰问在
嘉兴住院的重疾患病职工邓志敏，
给她送上慰问金，并鼓励她战胜病
魔，早日回到生产岗位上。

从吃到住再到业余生活，恒力
都给予员工充分关怀，公司管理层
定期走访宿舍，关爱外来务工人
员，切实解决他们的困难，给员工
一个美丽、温馨的“家”。在25年
的发展过程中，恒力集团一直将

“关爱员工”作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
重。在恒力集团高级管理人员工作
会议上，董事长陈建华提出：“领导
干部要从心底关心员工，不能脱离
群众；要倾听基层员工的心声，听
取员工建议、听取困难倾诉；组织
开展各类企业文体活动，进一步增
强企业向心力与凝聚力。”

给员工一个美丽温馨的“家”
——恒力集团关爱员工纪实

顾金菊

本报讯（王雅萍 记者徐东升）
前不久，省卫健委确认了2018年省
级流动人口健康促进示范企业名
单，苏州美山子制衣有限公司榜上
有名，成为全省30家流动人口健康
促进示范企业之一。

苏州美山子制衣有限公司是流
动人口较多的企业之一，现有职工
1700 余人，其中流动职工 1200
人，流动女职工880人。该公司不
但致力于企业发展，更将职工的健
康放在重要位置，加大软硬件环境
的投入，努力营造健康的企业文
化，2008年通过了ISO14001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2015年推行并通过
OHS18001 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
证，实现了质量、环境、社会责
任、职业健康一体化管理。2016
年，公司被世界卫生组织授予健康
单位称号。

该公司健康设施齐全，公司职
工之家占地3000平方米，配备了篮
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音乐咖
啡厅、网吧、图书室等设施。公司
平时经常组织各类形式多样的文体
赛事，调动员工参与健身的积极
性，在增强职工身体素质的同时，
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公司内还设
有职工之家、人口学校等，并积极
创建无烟工厂，组织男性员工参加
戒烟活动。

美山子每年在安全生产上投入
上百万元，专门成立安全小组，建
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并定期组织
专业人员宣传安全生产，组织消防
演练。同时，针对公司存在的主要
职业病危害因素，该公司设立了专
门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并经常对职
业病防护设施进行维护。

结合“生育关怀 服务到家”主
题活动，该公司连续十几年邀请吴
江区、平望镇卫生健康部门的技术
服务人员上门为女职工健康检查，
定期邀请专家举办以“关爱女性”
为主题的女性健康知识讲座。该公

司还联合平望镇工会、妇联、团委等多部门开展“青春
健康校企行”活动，引导青年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爱情观。该公司积极开展各类文体活动，开展
以“快乐童年 父母相伴”为主题的“六一节”亲子活
动，以及“乐活美山子，青春正飞扬”的员工运动会、
演讲比赛、卡拉OK比赛、文艺汇演等，营造积极健康
的工作环境，把健康协作、拼搏赶超的精神转化为员工
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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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金铭

3月8日，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时代女匠 绽放恒力”插花活动，图为活动现场。 （杨莹摄）

时代女匠 绽放恒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