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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招聘信息
苏州阳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操作工若干名、品管

1名，男女不限，年龄20~40岁，工
资面议，初中及以上学历，吃苦耐
劳、工作细心、学习能力强、有责任
心、服从安排，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公司地址：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吉市
东路北侧（长浜路377号4号楼4楼）

吴江信宇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清洁工1名，女性，

年龄40至55周岁，8小时长白班；
吹塑工，2名，女性，年龄25至45
周岁，待遇以计时和计件相结合，三
班倒工作制，8小时月薪3000元左
右，12小时月薪4500元左右；加料
工，3 名，男性，年龄 25 至 60 周
岁，8小时三班倒，月薪2590元

苏州优若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销售主管，2人，需

要有 2~3 年工作经验，综合工资
5000~10000 元/月；销售员， 15
人，综合工资3000~5000元/月；广
告美术设计，2人，熟练应用 PS、
AI、VI 等设计软件，综合工资
5000~8000元/月；网络推广专员，
2人，综合工资 3000~5000 元/月；
公司福利：五险一金、周末双休、免
费培训、饭补、年底奖金、加班补助

吴江天玺拍卖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法务，1名，35岁以

下，男女不限，本科及以上学历，法律
专业，月薪2800元以上；文员，1名，
30岁以下，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有
经验者优先考虑，月薪2500元以上

吴江区松陵镇梦赛特迩教育信息
咨询服务部

招聘岗位：店长，1名，大专及以
上学历，30岁以下；讲师，1名，大专及
以上学历，30岁以下，对儿童教育感
兴趣，有幼教经验者优先，应届毕业生

苏州麦子熟了贸易有限公司天润
乳业

招聘岗位：销售人员，35岁以
下，月薪 3000~8000 元；理货员，
月薪3000~5000元；流动导购；新
媒体客服，月薪3000~6000元

浦发银行苏州分行信用卡部
招聘岗位：销售代表（信用卡客

户经理），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学
历，有责任心，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
力，公司提供各种福利待遇

苏州市养生花酒业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主管，1名，有C1

驾照（有车最佳），高中及以上文化，综
合待遇：5000元/月，另加产品提成

恒养堂亚健康调理中心
招聘岗位：中医美容养生调理

师，10名；中医美容养生学徒，4
名；店长，1名

松陵镇笠泽路天和电动车商行
招聘岗位：电动车维护及修理，

2名，男性，45周岁以下，学徒工、
熟练工均可

苏州钢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线切割工、质量检验

员、技术员、电焊工、火焰热喷涂
（焊）工、激光器装配工、数控镗床
工、油漆工、普车工

苏州凯贸铸件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电焊工，1名，月薪

5000~7000元，单位缴纳社保
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

司吴江分公司
招聘岗位：房地产评估员，2

名，男性，大专及以上学历，30岁以
下，有2年相关工作经验；后勤人员，1
名，女性，45岁以下，有家政服务经验
者优先，公司提供考核奖和年终奖

莘塔恒丰五金塑料制品厂
招聘岗位：质量检验员、技术部

图纸处理、国际贸易部销售及助理
益多少儿英语培训学校汾湖校区
招聘岗位：校长、英语老师、课

程顾问、客服专员、大堂经理
苏州联城时装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业务助理、生产计划

助理、技术制版助理
苏州科翔木业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家装设计师、整木深化
设计师、设计助理、文员、家具木工

苏州洛河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销售 （女性，学历不

限）、文员/资料统计员（女性，大学专
科及以上学历）、人力资源规划专员
（男女不限，本科，一年以上相关经验）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
公司吴江支公司

招聘岗位：银保部客户经理（若干）
艾利尚德曼（上海）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店员、导购、营业员、

收银员、理货员
山西亿科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苏州

分公司
招聘岗位：项目经理、销售经理、

销售代表、总工程师、行政助理、财务
经理、总工助理

苏州硕泰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总经理助理、品质主管、

采购课长、采购助理、文员、体系专员、仓
库主管、品检员、工艺工程师、卧加CNC
操作员、普车操作员、机修员、包装工

苏州亚克力（业冠）实业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储备干部、品检、销售

业务员、销售跟单、设备助理工程师、
电气助理工程师

苏州勤德士展示器材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人事专员、工艺工程

师、设备工程师、设备维修师、生产计
划员PMC、质检员、打印主管

吴江松陵镇顺达模具加工厂
招聘岗位：CNC操机师傅、CNC编

程、线割师傅、普工、铣床师傅、快丝师傅
吴江好莱客家居定制大师&容声、

鼎美集成顶墙

招聘岗位：销售员、导购、设计师
吴江区松陵镇湖轩阁餐馆
招聘岗位：服务员、传菜员、后厨

帮工、保洁员、钟点工
苏州苏明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

公司
招聘岗位：业务经理、投标文员、

决算员、前台
吴江区松陵镇金芙蓉美颜养生馆
招聘岗位：美容经理、美容师
苏州好利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服务顾问，面包、蛋糕

师傅/学徒，分店出纳
苏州屋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市场业务人员、设计

师、设计师助理
睿琦微电子贸易（苏州）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财务会计、销售助理、

业务助理、销售代表、业务经理
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招聘岗位：销售代表、副店长、店

长、区域经理
吴江大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保安、保洁
吴江禾振模具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五金模具设计员、五金

冲压钳工、研磨师傅、模具学徒
吴江瑞德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文员、会计、市场专

员、人事助理
苏州市吴江东太湖旅游综合管理有

限公司
招聘岗位：超市营业员、茶室服务员
苏州帝航防护设施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客服专员、质检、生产

储备、操作工
吴江诗尼曼全屋定制

招聘岗位：销售经理、设计师、导
购、业务员

江苏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物流专员、接送货员、

快递员
吴江市云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项目

经理）、施工现场保洁员、项目经理助理
苏州市长诚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总监、专监、监理员、

实习生
苏州华鹰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作业员（限男性，18~55

周岁）
庞杨加雅电子
招聘岗位：长期工、3 个月临时

工，18周岁至40周岁，男女不限
苏州苏尔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工艺工程师（实习）、电

气工程师（实习）
德国曼海姆润滑油苏州分公司
招聘岗位：文秘、业务经理
吴江华新混凝土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驾驶员（B2照）
苏州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吾悦

店
招聘岗位：房产经纪人
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招聘岗位：施工员、仓库管理员、

材料员
苏州祥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出纳会计、驾驶员、老师
格林童话儿童摄影馆
招聘岗位：店长、部门主管、引导

姐姐、业务精英、化妆师

◆◇ 心语轻吟
◇ 记住乡愁 ◆

星期天回娘家，也许是快过
年了，母亲在桌上铺上了新桌
布。虽然是用玻璃板压着，但我
还是远远地就被桌布所表现出来
的那种素雅的灿烂给震撼了！只
见雪纺质地的白绸布，中间绣着
鱼戏莲花的图案，四条边绣了一
圈粉色的荷叶边，再用剪刀挖成
荷叶状。如此精致的绣工，应该
是母亲年轻时候的作品。

作为“插青”的母亲从农村
返城之后，第一份工作是在镇上

的绣花厂里当一名绣花女工。我
那时不过四五岁，据母亲说，为
了哄我不吵不闹好多挣钱，她常
把我抱在膝上绣花。坐在母亲膝
上的感觉我已经淡忘，但我忘不
了的是看母亲绣花，看着她一双
兰花指，推着一只圆圆的绣花绷
架，就如筛面一样在缝纫机上不
停地轻轻推拉着，缝纫机针就像
是鸡啄米一样“滴滴滴”飞快地
跳跃着，一会儿的工夫，一朵花
就在布面上绽开了。

绣花女工是计件制的，年轻
的绣花女工如果心灵手巧又麻利
能干，靠她一个人的工资可以养
活一家人。那时候家里有个绣花
女工，一家人的生活质量都会相
应提升不少。我小时候的衣服不
用说，连手绢都是母亲特制的。
白色的确良布剪成正方形，四个
角绣上花，四周是一圈荷叶边。
这样的手绢自然不舍得擦鼻涕，
母亲给我用别针别在衣襟上招摇
过市，收获一片羡慕的赞叹。母
亲自己的手绢，只绣了一圈荷叶
边，在一个角上绣一行英文字母

“yun”，因为母亲的名字中有个
“云”字。可惜这些手绢一条都
没有留下来，现在想来，每一条
都是艺术品。

绣花女工是手艺人，不是谁
家的妈妈都会做这个，于是常有
人做好了新衣服央求母亲帮忙在
领口绣一朵花，或者在衣襟上绣
一只小动物。母亲一般都会应承
下来，在休息日或者晚上帮忙绣

制。作为报答，别人总会送我们一
些鸡蛋、糕团等作为谢礼。母亲拿
出一包“花样”，在衣服上比划着，
选择好了合适的花样，然后再配
好合适的丝线。一切准备齐全，用
复写纸垫在花样纸上描在衣物
上。等花样描好，套上绷子，穿好
合适的丝线，就可以用缝纫机踩
出来了。奇怪的是哪怕是一模一
样的花样，不一样的人却会绣出
完全不同的效果来，因为绣花有
个最关键的步骤是配色，这充分
考验一个人的审美，配色决定了
一幅绣品是高雅还是艳俗。母亲
绣出来的花样都很素雅，从不浓
烈。这点上，我完全不像她，我喜
好一切浓艳旖旎的花色。

眼前的这块桌布完全是母亲
的风格，素净、淡雅，丝丝缕缕
中透着精致和娇媚。据说这块桌
布的历史有三十多年了，是当年
二舅结婚时候新房里的摆设。当
年二舅结婚，母亲和姨妈两个人
赶了几个月，给他绣制了所有新

房里的陈设。床上的帐子、帐
沿，桌布、椅披……真是应有尽
有。最漂亮的是那个帐子，用雪
白的的确良做底，四周绣了花，
分成四片系在四根床柱子上，上
面罩了一个同色的帐沿。雪白的
确良布上绣满了花，粉红线勾了
一圈荷叶边，新房里满堂绣品素
雅中透着喜气，雅致精美无比，
让闹洞房的人赞不绝口。

前几年二舅搬新家，这块桌
布被无情地淘汰了。母亲舍不
得，又去要了回来。母亲说，过
年的时候拿出来压在八仙桌的玻
璃台板下，多好看！我对母亲
说，你教我绣花吧。母亲说：你
当是容易的啊，即使你能学会，
又到哪里去配齐那套绷子和线？
我到底舍不得，求母亲把她视若
珍宝的那一包泛黄的花样子找出
来，统统带走收藏了。

许多老行当，都随着这个时
代的变迁，渐行渐远，慢慢凋零
消失了。

母亲的老绣品

□金华
苏州终于迎来了一场雪，

让我想起老家沙家漾的冬天，
想起饲养场前白茫茫的一大片
田地。只可惜，那是童年记忆
里的片段，因为老家已经整体
动迁，村庄消失了，沙家漾也
已经被填平，种上了树木。

沙家漾不大，占地面积只
有105亩，在江南水乡众多的
河湖中，小得名不见经传。但
就是这个小河荡，在我童年未
经世事的目光中却浩渺广大、
深远辽阔，至今难以忘怀。

沙家漾的东南岸曾经有个
饲养场，我奶奶是饲养员，与小
脚矮恩娘管理着生产队的十多
头母猪和两头耕牛。小时候，我
经常跟着奶奶到离家很远的饲
养场去过夜。饲养场是一长排
朝南的草棚，饲料间和宿舍是
略为高级的砖墙、油毛毡加芦
帘顶的平房。西北风呼啸而来，
宿舍的木头门窗咯吱作响，我
和大我两岁的其妹抱着“盐水
瓶”窝在铺着稻草的简易床上，
倾听其妹奶奶矮恩娘口中稀奇
古怪的神仙故事，不厌其烦地
猜着重复多次的谜语。

那时候的冬天，鹅毛大雪
经常光临，铺天盖地飘下来，
饲养场面前的油菜地和麦田如
同盖上了巨大、厚实的棉花
被。我和其妹总要去麦田里玩
雪，我们不会做可爱的雪人，
也不愿疯狂地打雪仗，只是起
劲地滚着雪球。一团团雪球，
排列成队，突兀在平坦广袤的
田野里，蔚为壮观。

冬季万物萧条，田间的蛇
虫蛙类都钻进洞穴，进入冬眠
状态。此时的黄鼠狼和野猫没
了食物来源，就频频潜入村

庄，偷鸡偷鸭，也进攻饲养场
的猪圈，从母猪身边叼走猪
仔。那时候的生产队没有什么
副业，少有经济来源，缺了猪
仔就是损失。

每到黄昏，奶奶和矮恩娘
就把一幅幅柴草编制的帘子严
严实实地挂在猪栏前，不仅遮
风挡寒，也能保护猪仔免受外
来侵害。长长的走廊中间，悬挂
起一盏盏围光灯，昏黄却温暖。

饿极了的黄鼠狼和野猫依
然徘徊在饲养场附近，伺机进
攻。夜深人静，一阵凄厉的嚎
叫声惊醒了我们的美梦。两位
奶奶披衣出门，大声喊叫。已
经来不及了，猪圈里的猪仔有
的被咬死，有的被叼走。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村
民们采取了更为严密的防护措
施，大家轮流值班，在黄鼠狼
和野猫经常出没的地方巡逻。

为了犒劳辛苦的大家，生
产队长会组织一次“宴会”。
傍晚，生产队里每家每户派一
男代表出席“宴会”。孩子们
循香而来，他们不敢走进去，
只是倚着门框，眼巴巴望着自
己的家人——父亲或者爷爷，
狂咽口水，大多数能够得到一
根骨头的赏赐，上面沾些肉，
运气好的时候，能够得到一小
块肉。孩子们的要求也不高，
能打一下牙祭就好。而那些喝
着土烧或者黄酒的男人们呼幺
喝六，正兴高采烈地吹牛皮、
划拳。对于村民来说，这是一
个盛大的节日。

几十年过去了，每次想起
沙家漾，印象最深的是冬天，
它是寒冷萧条的，也是温暖人
心的。

沙家漾的冬天

□费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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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走边唱

“3，2，1，go！”先生的
手机发声。

12月的清晨6点，在先生
一年多经久不息的撺掇下，我
终于下定决心，开始了晨练。

先生是个非常有恒心的人，
每天早上走一圈公园，打三遍太
极，已坚持一年多，风雨无阻。

走出家门，天蒙蒙亮，月
亮挂在半空，小区里还是寂静
的，只遇上一两个人。一路小
跑。先生说，身体挺直，前后
摆臂，轻轻握拳，步伐短小，
小幅度扭胯。看先生确实跑得
很轻松，而自己发出啪嗒啪嗒
的声音。原来，每件事情都有
很多学问在里面呢。

到了公园，可不一样了，
公园里晨练的人还挺多的呢。

辛苦的环卫工人早已清扫好了
跑道，边上放着装满落叶的清
扫机。干净的跑道上，有人在
跑步，有人在快走。这个季
节，居然有一个人穿着短裤背
心在快速奔跑，一眼看去，就
是个锻炼达人，好厉害啊。

一泓湖水边，有人在打太
极，有人在跳操，有人在呐
喊。溜冰场边的场地上，装着
运动器械，有人在吊双杠，有
人在搁腿，有人在做仰卧起
坐，有人在转盘上扭动身肢。
看到溜冰场上有人在爬走，呵
呵，这锻炼方式也挺好的吧。
自问，我有勇气去爬几圈么？

对面走来一对满头银发的
老夫妻，先生说，每天都遇上
这对夫妻的，两个人一起锻

炼，多好。夫唱妇随，相互陪
伴，想起那首歌，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湖面上，一对鸳鸯在戏水。
一起走到先生打太极的老

地方，看他娴熟地打着，不由
也跟着一招一式打起来。几年
前曾经学过太极，一直不打，
早已生疏，但基础还是有点，
慢慢熟练起来吧。

太阳渐渐升起来，绿色的
草地上散落着金黄的树叶，点
缀其中，另有一番别致。公园
里晨练的人越发多起来了，遇
上了，打个招呼，来，一起
走，一起聊聊天。有老伯身上
带着收音机，边走边听养生知
识。树林里形似石头的喇叭里
放着音乐，煞是好听。湖对面
的亲水平台上，身着大红衣服

的一群老太太在练木兰拳。平静
的水面上，映着她们的倒影，像
一幅美丽灵动的图画。

三遍太极打完，身上感觉热
乎乎的。七点，准备回家。走过
观瀑桥，潺潺的水声激荡，桥两
头的两棵红枫好美。

一天之计在于晨，体味到了
一个小时的晨练好时光，我会坚
持下去。

晨练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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