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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 逢 桃花林， 夹岸数百
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
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
良田美池桑竹之属。”1500多年
前，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虚构了
一个环境优美、民风淳朴的美好世
界。如今的盛泽镇黄家溪村，恍如
现实版的桃花源，真实得触手可
及。

黄家溪村是吴江地区的名
村，其村庄环境面貌和村内文化
设施堪称一流。几年前，村里就
建设了群众戏院、体育馆、休闲
文化广场，引入银行，服务和方
便村民。如今，村里的场馆设施及
人文风景仍在继续“升级”：一座
集古典园林和现代风貌的宴会厅拔
地而起，先锋书吧向村民敞开怀
抱，村级旅游服务站的报名渠道
摆到村民“家门口”，乡风文明
馆和老兵之家建成对外开放……
此外，村志馆、党建广场、法治
公园也正在有条不紊地建设中，如
今的黄家溪村俨然已成为一处乐游
胜地。

景 点 一 ：现代化小区
及宴会厅

呈现苏式园林风貌

南坝自然村位于黄家溪村口，
记者来到这里，就像“武陵人”从
山中小口进入，逐步发现了现代

“桃花源”之美。南坝自然村位于
黄家溪村南部，下辖5个村民小
组，村民140户，共531人。在南
坝一角，竖立着一座刻着文字的砖
雕，简要介绍了黄家溪村的历史：
从三国时的青草滩到南宋时黄由建
别业于此，到明清丝绸集市的繁
荣，中间还不乏明建文帝五至黄家
溪、清乾隆皇帝游黄家溪的故事。
这些赋予了黄家溪村浓郁的人文气
息。

从南坝越往里走，越别有洞
天，一幅幅美丽而宁静的画面映入
记者眼帘：一个四檐高翘的凉亭分
外惹眼，不时有村民前来休息；宽
阔整洁的乡村道路旁，假山石、景

观灯、灌木丛、绿地错落蔓延，各
色小花点缀其间；新建小区宽敞舒
适，绿树掩映。沿着一条水泥小道
继续走，走过一座木头拱桥，便来
到一处园林，乍一看，还以为是何
方有名景点或者古代哪家大户的府
邸。

黄家溪村党委副书记吴智文向
记者介绍，这是村里新建的宴会
厅，整体造型犹如一座江南园林。
该宴会厅于2016年底投入使用，
分上下两层，可以容纳 60 桌客
人，本村外村村民皆可使用。宴会
厅内有包厢客房、足浴按摩室和乡
风文明馆等，还有古色古香的游船
码头能接纳结婚新人在此举行浪漫
水上婚礼。据介绍，开业一年多
来，宴会厅已承办100多场大小宴
席，村民直呼请客吃饭方便省事不
少。

景 点 二 ：健身运动听
戏看书

饭后休闲 动静皆宜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村里新布
置好的先锋书吧，看到几名村民正
在翻阅书籍。书吧内一排排木质的
桌椅，赏心的盆栽绿化，营造出幽
雅的阅读环境。据了解，先锋书吧
面积约100平方米，收藏了4000
余册书籍。在这里，村民足不出户
就多了一处看书看报、学习休闲的

“养心之所”。而这，仅仅是黄家溪
村村民休闲娱乐的一个缩影。

该村文体中心一楼除了先锋书
吧，还计划布置党员积分超市，届
时党员可以通过“智慧党建”云平
台，将党员积分兑换成生活用品、
学习资料等。据悉，该村文体中心
由村内企业家、党员群众捐款兴
建，一楼为书吧、乒乓球室，二楼
为室内篮球场、羽毛球场、健身
房、舞蹈房。

此外，村里还有一个面积达

3000平方米的群众文化中心，可容
纳500多名观众，村内65岁以上老
人可免费观看演出。2016年9月，
村里还组建了黄家溪文艺团，这支
队伍已免费为村民提供戏曲表演
300余场。在黄家溪村，村民免费
观看戏曲、电影演出，免费使用
羽毛球馆、乒乓球室和健身房等活
动场所已成为常态，形成了“饭后
逛广场，晚上跳街舞、假日看戏
剧、闲暇逛书吧”的和谐农村新美
景。

景 点 三 ：村级旅游服
务站

周庄、安吉等附近旅游点
任意选

在先锋书吧的入口处，记者还
看到吴江区旅游局在此设立了一处
村级旅游服务站，站内放置了许多
旅游的线路宣传资料单页，譬如：
乌镇一日游、安吉一日游、无锡一
日游、杭州二日游等，村民如果想
外出旅游，不用去镇上咨询旅行
社，只要来村里就能了解路线和费
用等，并且可以现场电话报名，满
20人成团。报名人数多的话，旅游
服务站还会安排车辆到村里接送，
让村民真正享受到“家门口”的贴
心旅游服务。

“像我们这样年纪大的人想出去
旅游，通常不知道怎么操作，现在
想出去旅游就可以直接到村里的旅
游服务站报名了，他们还会派车来
接送，真的很方便。”今年68岁的
黄家溪村村民沈志伟告诉记者。

吴智文告诉记者，黄家溪村致
力于打造一个集生态旅游、文化休
闲等于一体的村庄，村里的村志
馆、法治公园、党建广场等景点也
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建设中，预计
在今年底全部建成。

图为黄家溪村美景。
（陈静摄）

江南何处好 乐游黄家溪
黄家溪村打造现代版“桃花源”

本报记者 陈静

本报讯（沈伟 记者陈静）“谢
谢你们这些好心的同志，谢谢你们
帮助我。”1月30日下午，在盛泽
镇盛南路上不慎摔倒而受伤的一名
老人被盛泽镇综合执法局的队员从
地上扶起来后，不停地向执法队员
致谢。

当天下午4点30分左右，该
局盛西中队执法队员小沈和小干驾
驶一辆皮卡车在路上巡逻。途经织
庄路与盛南路交叉口时，发现有一
个人倒在马路上一动不动。

执法队员随即将车停在路边，
走近查看，发现地上躺着的是一位
七旬老人。“这位老人家躺在地上
有气无力，手脚拼命挣扎，但是怎
么也起不来，鼻子还冒着鲜血。”

小沈告诉记者，当时围观路人也来了
好几个，但没人上前伸手援助。

“该处车流量较大，老人鼻血倒流
恐怕会影响呼吸，且刚刚化雪后的路
面有些湿滑，老人处于极度危险中，
庆幸的是他当时意识还比较清醒。”小
沈说，他和小干二话不说，先将老人
扶着坐起来。

执法队员通过询问，得知该老人
家住坛丘社区，他来这里是为了领取
养老保险金。由于岁数较大，摔倒后
足足半个小时都未能爬起来。由于老
人不知道家人的电话，小沈只得帮助
报警，在警察到来前，他们在现场开
启警示灯，疏导交通秩序。随后，警
察到来，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两名执
法队员也安心地继续巡逻。

老人摔倒 城管及时救助
本报讯 （马世元 记者贾黎）

近日，盛泽路面上出现了一幕令人
感动的场景：一辆轿车连闯一路红
灯，而该车前面一直有一辆警用摩
托车为其开路。原来，该辆轿车上
载着一名糖尿病患者，正紧急送
医。在了解了情况后，两名路面巡
逻辅警驾驶警车，为他们开道，火
速送医。

当天上午11点左右，轿车驾
驶员董某的23岁儿子因突发糖尿
病而神志不清，急需送往医院救
治。董某立即驾车送儿子前往江苏
盛泽医院。因当时情况危急，患者
所居住的地方距离医院较远，且处
于老城区，加之路上车流量较大，
一旦耽误治疗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心急如焚的董某一边驾车，一
边向警方求助。在了解情况后，两
名巡逻辅警一边将情况通报指挥中
心，一边驾驶摩托警车，为患者开
道。途中，摩托警车一路警灯闪
烁，沿途联络各个交通岗位，对车
流进行疏导。

通过大家的努力，董某得以用
最快的速度，及时将儿子送往医院
治疗。因治疗及时，儿子脱离了生
命危险。

为表达对公安部门的感谢，事
后董某为盛泽公安分局送来了一面
锦旗。他说，鲜艳的锦旗不仅是
对两名辅警的感谢，同时也代表
着人民群众对于民警绝对的支持
与信任。

男子患病 警车为其开道送医

本报讯（记者陈静）“小朋友，
你们在玩什么玩具呀？看，我这里也
有好玩的玩具，我还有很多，谁跟我
一起去拿？”“我是你妈妈的朋友，你
妈妈叫我来接你，跟我走吧。”“小朋
友，我是你们老师的好朋友，我给你
们带了好吃的糖果。”近日，盛泽镇
实验小学幼儿园小班的班级内，来了
不少“陌生人”，在这些“陌生人”
的“花言巧语”下，不少孩子禁不住
诱惑，跟着走了。

“这些跟着走的小孩，就被我们
行骗成功，拐跑啦！”盛泽镇实验小
学幼儿园相关负责人戴雨飞告诉记
者，当天下午，学校家委会的成员扮
演成“拐骗者”，他们带了幼儿喜欢
的糖果、玩具和游戏机等，趁着各班
开展自主游戏时，一个班一个班地进
行“拐骗”。

结果，一部分小朋友在诱导声
中，吃着棒棒糖跟着叔叔阿姨“走”
了，也有一部分小朋友的警惕性较
强，并没有搭理陌生人。据介绍，活
动前，学校邀请小班家委会成员共同
策划了本次“防骗演习”。活动结束
后，老师们及时安抚了幼儿紧张的情
绪，并根据幼儿的防骗情况，有针对
性地进行了安全教育。

“小班孩子年龄小，防范意识
差，通过这次防骗演习，提高了幼儿
的安全防范意识，避免拐骗幼儿的事
件发生。”据戴雨飞介绍，幼儿自制
力不足，较难抵挡食物和玩具的诱
惑，而且他们一般对“女性骗子”
缺乏警惕心，容易跟着走；此外，幼
儿生活经验不足，凡谎称老师或父母
的好朋友的“骗子”拐骗成功率较
高。

警惕“陌生人”的诱惑
幼儿园开展防骗演习

本报讯（记者贾黎）为了激励更
多队员争做阳光好少年，也为了更好
地培养“江村娃”的优良品德，近
日，盛泽实验小学开展了“阳光表情
积攒”卡兑换活动。

活动中，“江村娃”们拿着收获

满满的表情积攒卡，纷纷来到大队部
兑换了电影卡、免做卡、“我是升旗
手”岗位体验、“小小指挥官”等奖
励。该校老师说，这种奖励的方式丰
富了学校德育工作的开展内容，落实
了“伙伴德育”的理念。

实小开展“阳光表情积攒”卡兑换

本报讯（记者沈佳丽）近日，江
苏盛泽医院皮肤护理专业学组在该院
护理部的支持下，举办2017年伤口
案例分享大赛，以加强伤口专科知识
交流，提高专科护理技术水平。

本次大赛共选出9份优秀案例，
各参赛选手分别从案例的基本资料、
伤口评估、治疗原则、处理过程、经
验总结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评
审专家则从案例整体评估、图片质量
以及课件汇报三方面进行评分和指
导。经过一番激烈角逐，来自该院肿
瘤科的张倩雯以完整的病例收集、正
确的处理方法、清晰的护理过程、良
好的治疗效果得到评委们的一致认

可，最终摘得桂冠。
据悉，本次案例分享大赛既有大

面积深部组织压力性损伤个案，又有
面临截肢的糖尿病足个案，还有术后
皮瓣坏死以及肿瘤伤口等临床常见但
又疑难复杂的个案，让参赛人员对不
同伤口的护理有了新的认识，提高了
伤口处理的水平。

此次比赛展示了江苏盛泽医院伤
口专科护理的整体水平，为护理部医
护人员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共同探
讨的平台，帮助他们学习了伤口专科
护理新知识、新技能和了解了新进
展，提高了针对疑难伤口的护理水
平。

江苏盛泽医院
举办伤口案例分享大赛

本报讯（施晨杰 记者陈静）近
日，盛泽镇综合执法局盛西中队的几
名执法人员巡查至盛八线龙泉园艺附
近时，发现原本整洁的路面上有多处
地方被泥土覆盖，严重影响了市容市
貌，还给过往的车辆带来了安全隐
患。

执法人员沿着泥土痕迹找到了肇
事车辆。经查，该车辆受龙泉园艺的
经营主雇用而运输泥土。驾驶员心存
侥幸，以为该处位于城郊接合部，不
会有执法人员巡查，因此在行驶中未
对车辆做好防护措施、未清洗轮胎，
导致“抛洒滴漏”现象发生。

执法人员随即对该名驾驶员进行
了批评教育，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
予其行政处罚。驾驶员也认识到自己
的错误，最终配合清除了该路段撒漏
的泥土。

据了解，盛泽镇将加强车辆运输
管理，严防“抛洒滴漏”，一方面加
大宣传引导，提高车主自身环保意
识，并通过12345热线、中队联系电
话等与市民联动，共同对车辆运输中
的“抛洒滴漏”现象进行监管；另一
方面，该镇综合执法局也将加大巡查
力度，提高巡查频率，做到及时发现
及时查处。

严防“抛洒滴漏”现象发生

盛泽加强车辆运输管理

□ 盛泽综合执法

千里姻缘“父母牵”
盛泽举办家长公益相亲会

本报讯（记者陈静） 1月27日下午，“红线姐姐”首届
盛泽家长公益相亲会在盛泽东方纺织城举办，近百位单身男
女及其家长冒着鹅毛大雪参加了此次活动。记者在此次相亲
会上看到，不少家长特意赶来参加活动，只希望在本次活动
中帮助子女牵线搭桥，寻觅到心仪的对象。

活动现场，记者看到不少家长独自前来参加活动，也有
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活动。家住盛泽的李阿姨当天就带
着女儿一起前来。在男女嘉宾展示板前，李阿姨告诉记者，
她女儿今年25岁，目前在盛泽一家企业做出纳工作，虽然女
儿年纪不大，但是性格文静内向，担心她找对象有困难，因
此早早地帮女儿操心起来。

在当天的自我介绍环节，不少单身男女主动上台“推
销”自己。“我今年30岁，是湖北十堰人，目前在公安局上
班，今天来这里希望有缘结识那个‘她’。”一名身材高挑的
男士主动上台自我介绍，博得台下观众的掌声。

据了解，本次相亲会分为才艺表演、家长上台介绍孩
子、互动游戏和自由交流等环节。活动现场，单身男女在前
面唱歌跳舞做游戏，家长则在后面热络聊天互留联系方式，
十分热闹。为了促成更多的好姻缘，主办方还安排了几位

“红线姐姐”为单身男女现场牵线搭桥。
主办方负责人说：“儿女的婚事，也是父母的心事。之前

一直有家长联系我，希望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平台，让双方家
长也能坐下来交流。所以我们就举办了这次‘家长公益相亲
会’，让单身青年男女和他们的家长都可以来现场互动交流。”

本报讯 （记者鲍宇清） 1月 23
日，盛泽体育舞蹈俱乐部举办了
2018年迎新春年会。当地的舞蹈爱
好者欢聚一堂，以歌舞表演的形式交
流沟通，切磋技艺。

活动现场，随着《霓裳羽衣舞》
伴奏旋律的响起，8位舞蹈演员身着
飘逸的民族舞服装，以曼妙的身姿展
现女性的魅力。随后，年会正式拉开
帷幕，由戴玥星空舞蹈队、俏夕阳舞

蹈队等队伍为现场观众带来了健身
操、拉丁、旗袍秀等近20个节目，
赢得了阵阵掌声。

“此次活动为盛泽的舞蹈爱好者
们搭建了一个交流和展示成果的平
台。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活动，继续
发扬健身操这一体育项目，把全民健
身的概念融入到更多市民的生活中
去。”年会相关负责人说。

图为活动现场。 （鲍宇清摄）

舞蹈年会精彩纷呈

图1为家长在展示板前浏览单身
青年男女信息。

图2为单身男女做互动游戏。
（陈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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