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民生 032019年10月10日 星期四
责编：韦 欢 排版：于雯琴 校对：丁建华

本报讯（融媒记者庞崇崚）昨天，记者
跟随区文明城市督查测评组的工作人员，来
到江陵街道西湖花苑小区进行暗访。

在西湖花苑小区门口，记者看到小区大
门西侧随意摆放了一个摊位，在该摊位一侧
的墙面上，张贴了大量房屋出租广告（如图
1）。

走进小区，迎面扑来一阵恶臭气味。在
该小区入口不到20米处，一处垃圾站对面
的绿化带上摆放着若干个简易垃圾桶，垃圾
桶附近堆放了大量生活垃圾和其他垃圾，既
影响美观又影响绿化植物的生长（如图2）。

在该小区内，不少电动车无序停放在路
边，阻挡了行人的通行（如图 3），在小区
内未划定机动车停放区域的地方，不少机动
车随意停放，甚至直接越上绿化带，横跨两
条道路停放（如图4）。

在小区居民楼附近的绿化带中，原先的
绿植被蔬菜取代，成了居民的私家菜园。没
有种植蔬菜的土地则一片荒凉 （如图 5）。
还有不少居民将家中的生活用品、杂物等随
意堆放在路面上，既影响他人的通行，又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如图6）。

（本文摄影：庞崇崚）

江陵街道西湖花苑小区：

杂物乱堆车乱停
绿化带成私家菜园

本报讯（融媒记者俞佳佳）
近日，2019年上半年度“苏州
市优质幼儿园”名单公示结束，
吴江区盛泽镇心语幼儿园、吴江
区艾尔顿幼儿园、吴江区实验幼
儿园苏州湾园区成功上榜。

盛泽镇心语幼儿园是一家民
办的全日制幼儿园，严格按照一
类幼儿园的标准设置教学内容，
课程包括《幼儿园指导纲要》中
的五大领域“健康、语言、社
会、科学、艺术”。艺术教育是
该园的一大特色。

吴江区艾尔顿幼儿园是由艾
尔顿教育集团精心设计、打造，
与国际幼儿教育全面接轨的高品
质幼儿教育机构。幼儿园秉承

“中西融合、培育英才”的教育

理念，设置有外教英语、德国
LASY积木、创意美术、心灵绘
本、跆拳道、高尔夫等多种特色
课程，更有多种国际节日活动、
亲子活动，让孩子们体验不同的
文化与生活。

吴江区实验幼儿园苏州湾园
区是一所公办幼儿园。该幼儿园
秉承百年实幼“爱德·求真”
之园训，大力推进课程游戏化
建设，开拓创新，以户外混龄
游戏为特色，让幼儿在游戏过
程中自我挑战、合作交往、愉快
成长。

据了解，目前我区已有63
所幼儿园及分园获评苏州市优质
幼儿园，其中江苏省优质幼儿园
有39所。

吴江新添三所市优质幼儿园
总计已有6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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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月开始，吴江相继有3
个大型商业综合体开门营业。据
商业部门统计，目前吴江已有
12个投入运行的商业综合体。
现代商贸业的蓬勃发展，从侧面
反映出吴江城市发展已迈入新阶

段。
商贸业，历来是城市的活力

之源。吴江商贸业从解放初期的
一条数百米的商街起步，历经
70年风雨，如今已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从一货难求到一键尽有
——70年间吴江商贸业发生巨变

融媒记者 刘立平

1963年，李伯意从部队转
业回到吴江。2年后，他调入五
金商店工作。又过了几年，五金
商店与中国百货公司吴江商店
（简称“吴江中百”）合并，李
伯意成为了吴江中百的职工，直
至1992年退休。

“在门市部、批发部都做
过，我上班的门市部就在中山街
上。”李伯意回忆，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的中山街，虽然只有几百
米长，却是县城最繁华的地带。
商店比较集中的街面，是从现在
的三角井到永康路之间。街上有
馄饨店、杂货店等，还有吴江中
百的门市部。

李伯意所在的五金柜台，主
要经营铅丝、铁钉、阀门等五金
产品，以及锯子、螺丝刀等五金
工具，“上六天班休息一天，平
时不忙，商品种类不算多，来买
的人也不多。”

在他印象中，每年的11月
前后是五金柜台最忙碌的。“因
为秋收秋耕完成了，进入农闲

时节，村民趁这个时候翻建房
子和打家具，对五金的需求比
较大。”

今年80岁的邓景芳，早年
随丈夫从北京的部队来到吴江，
在米厂工作过，于1964年进入
吴江中百，上世纪80年代调至
吴江县环保局，直至退休。

“我到中百，一直在批发部
工作。当时批发部在北门的外
面，几间平房，四面都是荒
地。”邓景芳说，当时吴江七大
镇均设有中百的门市部，是镇上
主要的商店。门市部销售的商
品，都是从批发部进的货，所以
批发部成了全县百货商品的集散
地。

她记得，当时各镇营业店来
进货，基本上都是摇船来的，而
且是手摇的船。从比较远的芦墟
摇船到县城，需要大半天的时
间。

除了批发部，吴江中百在松
陵有两个门市部，一个在中山
街，一个在东门。

几百米长的中山街最繁华

“那时候，是计划生
产、计划销售、计划购买。
像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这样的大件商品，你有钱也
不一定能买到，需要批条子
才能买。”邓景芳说。

来吴江时，邓景芳从北
京带来了一辆自行车。“那时
候，县城骑自行车的人不多，
女同志会骑的就更少了。”邓
景芳说，很多人不买自行车
的原因，除了比较贵、不会骑
外，路不好也是原因之一。吴
江是水乡，直到上世纪70年

代，仍主要依靠船运，陆上交
通并不发达。

“自行车基本上都是永
久牌、凤凰牌的，每年进货
不多，加上需要批条子，所
以每年卖不了多少辆。”邓
景芳回忆。

据《吴江县志》记载，
1965年，晶体管收音机开始
投放吴江市场，自行车年销
售量仅 100多辆。“这些大
件，都是从上海进货，然后批
发给各镇门市部。”邓景芳
说，从上海批货也是按计划

供给的，哪怕是多批一条毛
毯，都得找关系才行。

日常工作之余，邓景芳
还要参加“支农”“支商”
等工作，到农村去劳动。

“每到‘双抢’‘四秋’农忙
时节，大家要下乡劳动。”
邓景芳说，她是单位的骨
干，1965年就入了党，所
以每次抽调的名单里都有
她。松陵、青云、同里、横
扇等地，她都去劳动过，每
次去都与村民同吃同住，有
时要待一个多月。

买大件商品要批条

1979年，松陵商业大
楼开业，位于县城的红旗路
（现为流虹路）中段，紧邻
中山街。

朱师傅是较早进入松陵
商业大楼工作的职工，后一
直从事钟表销售。

“大楼有三层，由旅
馆、饮食点心、副食品三家
集体商店组成。1985年改
为松陵商场，铺面有针织、
鞋帽、百货、服装、五金、
糖果糕点、南北货等。”朱
师傅说，商店经营了近20
年，直至改制。

作为松陵镇上的首个综
合商场，松陵商场生意一度

很红火。“尤其过年的时候，
农民纷纷赶来城里买年货，
那简直就是抢购啊。买皮鞋，
不管鞋码对不对，能抢到就
行。鞋跟掉了，顾客说我自己
拿回去钉一下就好。”朱师傅
回忆，改革开放后，大家的日
子越过越好，消费需求也就
日渐旺盛。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
末，松陵商场不复繁华，面
临改制。朱师傅盘下了钟表
店，至今仍在经营。流虹路
与阁老厅弄的交会处，松陵
商场的大楼依旧矗立，不过
已经不复往日热闹，经营主
体也不再是综合商场。大楼

朝着流虹路的一面墙上，还
挂着松陵商场几个铜字。

进入新世纪，随着市场
经济的充分发展，吴江商贸
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商
街早已遍布城乡的大街小
巷，商业形态多种多样，新
型商业综合体不断建立，
网络销售日渐风靡。尤其
是随着网购的兴起，人们
不用出门，只要在手机上
轻轻点击，就能购买心爱
的商品。

计划供应、一货难求，
早已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中，
吴江商业形态迎来了深度变
革的时代。

改革开放后商业日新月异
（上接01版）据悉，汾湖文

体中心项目总投资约2.8亿元，
占地面积约128亩，总建筑面积
34211.44平方米。其中，文化
馆14762.3平方米，有影院、展
厅、培训室等；体育馆 12430
平方米，有攀岩馆、篮球馆、游
泳馆、健身房、桌球室等；覆土
停车库5788.9平方米；东、西
看台 966 平方米；消防泵房

264.24平方米。室外配有400米
标准跑道、足球场、笼式足球
场、篮球场及道路、景观、监控
等附属工程。

作为吴江区“555计划”项
目和吴江区重点实事工程，汾湖
文体中心项目建成后将为汾湖市
民提供一个休闲健身的最佳场
所，作为标志性建筑的文体中心
也将为汾湖建设添加亮点。

汾湖文体中心雄姿初展

（上接01版）使得OLED技术在
电视、电脑、手机、平板等领域
应用愈加广泛。

同时，OLED 显示技术制
备工艺对技术水平要求非常
高，蒸镀技术是前工艺中的一
种，是将材料在真空环境中加
热，使之气化并沉积到基片而
获得薄膜材料的方法，又称为
真空蒸镀或真空镀膜。蒸镀装
备关键技术被认为是一项中国
亟待攻克的“卡脖子”技术。
G2.5代量产线的研发和制造被
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
性先进电子材料”重点专项项
目“高效大面积OLED照明器
件制备的关键技术及生产示
范”。在使用过程中，OLED产
线中的蒸镀有机材料的线性蒸
发源和全自动蒸镀控制系统，
可使有机材料蒸镀均匀性达到
97%、实现 120 秒每片的生产
效率。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有机
光电技术研究所执行所长廖良生
教授表示，此次在自主设计和制
造的生产线上成功制造和点亮

OLED照明面板，表明中国已具
备开发和制造中小尺寸OLED
生产线的能力。这为我国实现高
世代大面积真空蒸镀设备国产化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廖良生介绍说，截至目前，
该条蒸镀线已实现红光、绿光、
蓝光和白光OLED照明面板的
制造并成功点亮，发光面板各项
性能达到项目预期结果。接下
来，他们还将对蒸镀线的稳定性
做进一步优化，使装备整体性能
不低于国外同类产线。预计明年
上半年，该产线可实现照明面板
小批量出货。

廖良生期待，在江苏集萃有
机光电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建立
一个集真空装备研制、有机材料
合成、光电器件制备和检测仪器
开发于一体、服务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的协同创新产业集群，
并逐渐形成“养优质土鸡”（自
主装备）、“喂优质土饲料”（自
主材料）、“生优质土鸡蛋”
（OLED照明和微显示器面板）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OLED产业
链。

OLED装备突破“卡脖子”技术

（上接01版）近年来，吴江
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科技成果转
化力为核心，以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为重点，加快构建企业培养与
学校教育紧密联系、政府推动与
社会支持相互结合的高技能人才
培养体系，取得了丰硕成果。今
年新增高技能人才3128人。截
至目前，全区高技能人才数达
6.98万人。通过服务创新，企业
转型，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等纷
纷牵手吴江。

据了解，本次大赛分预赛和
决赛两个阶段，8个职业 （工
种）均按照高级工（国家职业资
格三级）标准命题，试题从国家

题库中抽取或组织专家命题，分
理论（客观题笔试）和操作技能
两个部分，分别占总成绩的
20%和80%。

此外，第四届“苏州技能
英才周”将于11月下旬在吴江
举办。本次大赛积极为之备
战，加快培养和选拔适应产业
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用，弘扬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激发广
大劳动者创新创造活力和技能
成才热情，大力构建更具活力
的创新生态系统，保持就业稳
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以
人才发展高质量引领和支撑吴
江经济发展高质量。

第七届“吴江技能状元大赛”
下周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