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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吴江人是吴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之一。
他们虽然来自天南海北，却都怀揣着理想来到吴江干事创业。而吴江，也以它的包容和胸怀，

让背井离乡的异乡人在这里找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归属感，把吴江当作乐居、乐业的第二
故乡。

回眸过去的2017年，在吴江这片沃土上，新吴江人在各领域撸起袖子埋头苦干，同时也收获满
满。2018年，崭新的一页悄然翻开。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他们也为自己制定了新的奋斗计划。

值此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本报特别选取了6名不同身份的新吴江人，讲述他们去年的收获和新
年小目标。当然，他们只是繁星中的几颗，但或许，他们身上有你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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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过年的气
氛愈发浓烈。对许多
人而言，最浓的年
味儿，是团圆。记
者见到牛勤时，
她正与老公在花
店 里 忙 活 着 ，
前来店内选购
鲜花的市民络
绎不绝。牛勤告
诉记者，过年的
时候正是出生意

的时候，今年春节
她将与家人一起，在

吴江团圆。
牛勤是一名来自安徽

的90后女孩，2016年，她
与弟弟一起在中山北路开了一家“大蔡花店”。虽然初到吴
江人生地不熟，但热情的服务和新鲜的花朵还是吸引了很多
顾客前来选购。“我们对自己要求很高，给顾客的都是最好
的，从挑花到搭配，再到包装，都非常用心。这是我们第一
次开店，可不想砸了自己的招牌。”牛勤告诉记者，在吴江
开的第一家店非常成功，便产生了开分店的想法。

过去的一年，对于牛勤而言是收获满满的一年。2017
年6月，牛勤在吴江的第二家花店在万宝财富商业广场开
业。有了先前开店的经验，牛勤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在一
来一往间，既做成了生意，还结交了不少朋友。

“我们的顾客多元，有年轻人、中年人，甚至有些老年
人也会来买花。很多年轻人来了一次后，还会带自己的朋友
来买。每次把花交给客户的时候，看到他们欣赏的表情，我
们也感到很满足。”牛勤说，与顾客像朋友一样相处，工作
的氛围也变得十分轻松。

如今，牛勤与丈夫、弟弟、弟媳、母亲一起生活在吴
江，展望2018年，牛勤一家人信心满满，他们正谋划着在
吴江再开一家分店。

花店老板牛勤：

在吴江再开一家分店
本报记者 史韫倩

临近年关，而在位
于吴江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武汉大学
吴江创客中心
内，来自江苏
宿迁的 90 后
小伙儿李阳，
正为了解决
一个客户需
求问题，和同
事们讨论得热
火朝天。“许多

企业都想在新一
年用上新系统，所

以岁末年初也是我
们‘程序猿’比较忙的时

候。”李阳笑着说。
2015年，刚从江苏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不久的李阳

加盟了一位校友创立的信息科技公司，专注于软件和系统的
研发。该公司于2017年初入驻武汉大学吴江创客中心。

刚来吴江创业时，李阳人生地不熟，想要建立稳定的客
户群却无从下手。“客户最初都对我们公司不太信任，我们只
能拿着做好的系统和软件，向每位客户详细地介绍。”李阳
说，创业初期，他曾吃过“闭门羹”，几个月的努力也曾石沉
大海过，加班、熬夜更是常态，但是他依然坚信主动服务、
提高技术才能更好地打开市场。

凭着一股子肯钻研、愿打拼的劲儿，李阳慢慢积累了一
些工作经验，建立了一支成熟可靠的团队，收获了一个稳定
的客户群，自己也从初出茅庐的“职场菜鸟”逐渐成长为一
名靠谱儿的创业合伙人。

“去年是我在吴江创业的第一年，我感觉收获特别多。经
过各种磨练，在各方努力和帮助下，公司的运营逐渐步入正
轨。”李阳说，褪去了大学生的稚气，现在的他已全身心地投
入到创业中。他希望今年能够再新增30个稳定客户，让自己
做的软件和系统深入到更多企业中去。

初创公司合伙人李阳：

再增30个稳定客户
本报记者 冯秋月

下过雪的吴江，气
温陡然下降。1月 30
日早上 8 点，52 岁
的吴根筛像平常一
样，骑着电瓶车
顶着寒风来到雇
主 家 中 ， 洗
衣、刷碗、做
饭 、 打 扫 卫
生、带小孩……
虽然从事家政服
务只有 3年，但
凭借踏实肯干的性
格，吴根筛收获了良
好口碑。

2006 年，寻思着
“进城看看”的吴根筛
随妹妹从老家兴化来到吴江打工，起初在一家台资企业找了
份产品包装的活计。后来厂里不景气，她就辞职另谋出路。
2015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吴根筛看到了“好苏嫂”家
政服务团队的招聘海报，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面试并
被录用。“我平时没事就爱在家做做家务，录用后经过专业培
训，又掌握了许多家政服务技能，把自己的兴趣和工作结合
在一起，我很开心。”她说。

目前，吴根筛的丈夫在吴江做水电工，女儿出嫁到了南
京且育有一女，儿子则在南京读大学。“过去一年，我最高
兴的时候就是国庆中秋长假期间一家人团聚在一块。”吴根
筛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把家安在了吴江。平日里，家中总是
空落落的。节假日时子女回来，家里有了生气，“虽然只是
一起逛逛家附近的公园，吃几顿饭，但已经很满足了”。

新的一年，吴根筛内心有许多期盼，比如希望即将毕
业的儿子能找到份好工作，外孙女能茁壮成长、越来越可
爱，自己和丈夫则身体健康。“一家人没病没灾，一起努力
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这样心里才最踏实，也最幸福。”
吴根筛说。

“好苏嫂”家政服务员吴根筛：

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本报记者 周成瑜 实习记者 庞崇崚

富丽堂皇的描金屏风、精雕
细琢的四人花桥、形态各异的门
神画像……走进位于黎里文化创
意园的六悦博物馆，犹如步入历
史的时光隧道。馆内展出的古董
家具家饰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
接。

对于馆长陈杰来说，过去的
2017年，是忙碌而充实的一年：
六悦博物馆完成了选址、开工、布
馆，如今构架已基本形成。

陈杰是江苏常州人，机缘巧合
之下，与美国人杜维明相识。两人

志趣相投，均对中国民间艺术品有
着浓厚兴趣，便共同踏上了寻
找、收集中国民间文物之
路。“以前收集的藏品聚集
在上海，没有专门陈列。
六悦博物馆是它们最好
的归宿。”因此，博物馆
完成选址后，陈杰与他
所带的团队便加快建设
步伐，迫不及待地想要
将收集到的中国传统艺术
瑰宝加以保存、修复、展

示。
“‘六悦’构架初定，对

我来说是2017年最大的收获，
这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努力，也离不
开地方政府的支持。”陈杰介绍，
六悦博物馆约1.6万平方米，内有
30多个不同种类的展廊，共4万件
收藏品。

新一年里，陈杰动力满满。“今
年黎里梨花节期间，预计六悦博物
馆也将同时开馆。这一年，我们将
做好博物馆的整体宣传架构，提升
知名度和影响力。”

陈杰说，接下来计划紧密联系
古镇、周边景区，争取连点成线，
把博物馆打造成为黎里古镇聚人
气、有感知的重要阵地和文化新地
标。

六悦博物馆馆长陈杰：

让“六悦”成为黎里文化新地标
本报记者 黄明娟

“学习阳光温暖他人，也是快乐
自己”，这句话不仅是吴江阳光跑团
的活动宗旨，也是成员之一潘云的生
活理念。“跑步不仅改变了我的生
活，也改变了我的心态，是一项令人
受益终身的运动。”潘云说。

2015年，来自江苏宿迁的潘云
因丈夫工作调动，一起来到吴江定
居。随后，她在一家社会工作事务所
里当起了社工，负责为吴江的各个社
区策划活动、做民意调查等。工作之
余，潘云爱好广泛，喜欢做手工艺
品、健步走、跑马拉松。

“十几年前，我曾经心血来潮
一口气跑了10公里，第二天双
腿又酸又痛，连走路都费劲，
后 来 就 再 也 没 有 跑 过 步
了。”潘云笑着说，自那之
后，她选择了比较简单的
健步走运动，坚持每天
锻炼身体。但对于跑
步，她心里始终有些发
憷。

到吴江后，潘云在
一次健步走比赛中，结识

了吴江阳光跑团，重新认
识到跑步这项运动背后的含

义。“接触了许多马拉松爱好
者后，我才认识到跑步是身体
和心灵的双重锻炼，爱跑步的
人一定是一个热爱阳光、积极
乐观的人。”潘云说，加入阳
光跑团后，她基本上每天早晨
都会坚持跑步半小时，而且一
心希望再次挑战10公里。

去年8月，潘云报名参加
了一场半程马拉松比赛，在
团员们的鼓励下顺利跑完全
程，跑完10公里的心愿终于
得以实现。今年，潘云又定
下了另一个目标：“我一定要
挑战一次超过42公里的全程
马拉松，做更强的自己。”

阳光跑团成员潘云：

挑战一次全程马拉松
本报记者 冯秋月

2018 他们给自己定了小目标

吴根筛（庞崇崚摄）

陈杰（黄明娟摄） 潘云（冯秋月摄）

牛勤（史韫倩摄） 李阳（冯秋月摄）

“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倡导社
会各界关注社区婴幼儿普惠性服
务缺失问题，让吴江每一个家庭都
能享受家门口的普惠性家庭养育
指导服务……”1月30日，童晓
雪创立的童心童仁社工服务站成
功承接了一个关于儿童发展的公
益项目，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
她言语间透着深情和兴奋。

今年30岁的童晓雪来自四川
内江，读大学时开始接触公益，
曾在学校创办过一个关于关爱大
学生心理健康的社团并担任会

长。大学毕业后，童晓雪留在四
川工作，并常常利用业余时
间开展公益活动。

2015 年，因丈夫工
作调动，童晓雪带着儿
子和婆婆来到了吴江。

“刚来那会，我人
生地不熟，感到很压
抑，是公益让我重拾
了生活的乐趣。”当年
9月，童晓雪偶然路过
吴江公益园，墙上淡蓝

色的“公益”二字立即
引起了她的兴趣。后来，

在吴江公益园的帮助下，她
创立了两岸妈妈亲子俱乐部，又
逐渐将其发展成童心童仁社工服
务站，通过共享有效育儿方法和
资源，增进家长与孩子间的亲
情。

回首过去一年，童晓雪表
示，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公益
事业上得到了家人的支持。“每逢
周末我出去做活动，老公都会跟
着帮忙，或者负责带孩子，婆婆
更是直接加入了我们的志愿者团
队。”对于新的一年，童晓雪希望
自己的公益团队能够得到更好的
发展、更加团结，家人能够继续
支持自己的公益事业。

童心童仁创办人童晓雪：

愿家人继续支持我的公益事业
本报记者 周成瑜

童晓雪（周成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