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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日下午，冬日暖
阳下，震泽镇快鸭港河边一派
热闹景象。10名冬泳爱好者
自发组织，欢聚清水渠道，畅
游快鸭港，用特殊的方式迎接
新一年“开工”（如图）。

快鸭港位于震泽镇核心
区，曾经沿河排污口多，违建
驳岸多，彩钢板停车棚、厨
房、养鸡养鸭棚等占用水面和
道路，环境脏乱，河道一度成
为黑臭河道。2017 年 2 月，
苏州市污防攻坚办对快鸭港黑
臭问题进行曝光，积极推动当
地对河道黑臭问题进行整改。
震泽镇高度重视，把脉问诊、
对症下药，全面启动“靓河工
程”，通过全面排摸、截污纳
管、畅流活水、亲水建设等措
施，对快鸭港进行大刀阔斧的
整治。如今，快鸭港水清了、
岸美了，沿河老百姓都乐了。

今年54岁的徐银虎家住
快鸭港附近，是一名冬泳爱好
者，他对快鸭港的水质有亲身
感受。“从又脏又臭的水沟，变

成现在可以游泳的清水渠，我
们深刻体会到了政府治理河道
取得的显著成果。”徐银虎说，
2020年以来，他多次组织冬泳
爱好者来快鸭港冬泳。当天的

“畅游迎新年”活动，也是在他的
倡议和组织下，江浙两地部分冬
泳爱好者齐聚震泽，给冬日的快
鸭港带来一抹亮丽的色彩。

“生态环境好了，群众都
能第一时间享受到。”震泽镇
党委书记顾全表示，河流污
染，问题在河里，根子在岸
上，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下大
力气正本清源。为此，震泽镇
把3条河道的水全部抽干，为
防止少数污水排放单位躲避风
头、间歇排污，晾晒期长达一
年之久，共计排查、封堵所有
污水排口69个；对11个居民
小区，323家商铺进行截污纳
管；引入北麻漾的水流经镇
区，做到畅流活水。同时，震
泽镇专门召开 500人群众大
会，向群众讲解实施雨污分流
工程的相关计划安排，周边

19个老旧小区的雨污分流改
造得以顺利推进。

快鸭港的蜕变是震泽镇治
水工作的一个缩影。据了解，
震泽镇用2年多时间对流过镇

区、总长近2公里的快鸭港、
石墩浜、姚家浜黑臭河道，进
行了系统性整治，治理后的3
条河，河水清澈，鱼儿撒欢，
全部成为百姓身边的幸福河。

顾全说，接下来，该镇将以快
鸭港整治为例，努力打造更多
的游泳河、景观河，不断改善
全镇河道水质，建设生态宜居
的美丽震泽。

昔日黑臭河 今日清水渠

江浙两地冬泳爱好者打卡震泽快鸭港
融媒记者 史亚玲

本报讯（融媒记者沈利芬）
近日，反映边境任务部队官兵卫
国戍边英雄事迹的报道，在社会
上引起强烈反响，在斗争中负伤
和牺牲的5位英雄的壮举，深深
震撼每一位中国人的心。2月20
日，吴江歌手徐方看到报道后激
动不已，立即和网友合作创作了
一首充满深情的歌曲《如果我失
约》，向守土戍边的中国边防战
士献上崇高的敬意。

“新闻报道出来后，正好看
到四朵发给我的歌词，在那一瞬
间，我的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个旋
律。”徐方是横扇街道社会治理
和社会事业办的一名工作人员，

也是一名音乐爱好者。当天上
午，徐方在群里看到词作者四朵
发的歌词后，他立即跟四朵取得
了联系。下班回家后，徐方把自
己关在书房里，只花了半个小
时，就谱好了曲，随后他又跟编
曲老师联系，编曲老师也非常激
动，熬夜编曲，第二天上午9点
不到，整首歌曲就大功告成了。

“很多人反馈，听得都流眼
泪了。”徐方告诉记者，歌曲在
录音棚里录制前，他先在家里录
了一个小样，发在群里，让大家
先听听效果，结果反响特别好。

词作者四朵来自吉林，本名
宁琦，是圈内比较有名的词作

者，她一直很崇拜军人，希望用
歌来致敬那些保家卫国的战士。

“别叫我英雄，我也很脆弱，
想家的泪水也会悄悄滑落……”
这是这首歌开头的几句词。在电
话中，四朵告诉记者，她这首词
是从战士们的内心世界角度来写
的。

歌曲完成后，四朵通过朋
友，将歌曲转发给了祁发宝团
长。能让英雄团长听到这首歌，
徐方和四朵都感到很有意义。

“我们文艺工作者，就应该
通过艺术的形式去宣传这些英雄
事迹，传播正能量。”徐方目光
炯炯。

吴江歌手礼赞卫国戍边军人

原创歌曲《如果我失约》致敬英雄

本报讯（融媒记者谈悦婷）昨天，第三届同
里兰花展暨吴江区第十二届春兰展在千年古镇同
里拉开帷幕。

兰花作为中国十大名花之首，深受市民们的
喜爱，文人把它比作君子。尽管兰花样貌并不惊
人，也没有浓妆艳抹的姿色，但那种恬淡、素
雅、清心似水的风韵，却是那么的动人。

此次参展的兰花有300多盆，以春兰为主，
品种有荷瓣、素心、蕊蝶等。这些兰花都是兰友
们精心挑选的，其中不少品种曾在各种兰花展中

摘得过奖项。“这盆绿云是当时一户大户人家的千
金出嫁时的嫁妆，所以它不仅名贵，还是一盆有
故事的兰花。除此之外，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
奇花，这盆金沙树菊就是正宗的奇花，花型和菊
花一样，是多瓣的，花朵朝上开，花香比一般的
兰花浓郁。”吴江区兰花协会会长干继成说。

据了解，本届兰花展共设四个展场：退思
园、嘉荫堂、耕乐堂、天元围棋苑，展出时间从
2月22日至27日，感兴趣的市民不妨去现场品鉴
观赏一下。

“花中君子”展芳容

同里兰花展开幕

游客赏花

全区约20万学生“犇”向新学期
（上接01版）室外是欣欣向

荣的春景，室内则充斥了浓浓的
节日氛围。在中班的班级里，孩
子们正把制作好的红灯笼挂在心
愿树上，教室被装点得喜气洋
洋。潘海燕介绍，除了找寻春
天，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开启新
学期也是幼儿园的开学主题之
一，希望通过多种方式和游戏活
动加深孩子们对传统节日的认
识，进一步理解团圆的意义。

牛年争做“小牛人”

走进鲈乡实验小学越秀校
区，迎接学生返校的，除了敬爱
的老师们，还有智慧牛、勤奋
牛、发现牛、健体牛、美德牛、
阳光牛等六头喜气洋洋的卡通
牛。“发现牛”手握放大镜、“勤
奋牛”正埋头阅读、“阳光牛”
身着唐装……卡通牛可爱的造型
引来学生纷纷合影留念。

鲈乡实验小学越秀校区德育
处副主任沈颖介绍，结合今年的
生肖，学校设置了六牛的布景，
希望借此让学生们充分调整好心
态，做好开学准备，回归到正常
的课业当中。

开学首日，除了能够和“六
牛”合影，该校还别出心裁设置
了“幸运红包”抽取环节。五
（4） 班的张雨婷抽到的是一张
名言书签，上面写着“腹有诗书
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
苏轼”。张雨婷一边向记者展示
书签，一边说：“就像书签上所
说，我觉得在新的一年里，我们
应该多读有益的书，这样不仅能
开阔眼界，还能陶冶情操，提高
我们的写作水平。”

也有学生抽到“免做一天值
日”“当一周值日班长”“免做一

天语文作业”等体验式“红
包”，学生们欢乐地交流着。当
天上午，该校还举行了开学典
礼，让孩子们在红旗下满怀期待
拥抱新学期。

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天气格
外给力。早上7点多钟，吴江区
实验初级中学就陆续迎来前来上
课的学生们。

经过体温测量，有序入校
后，学生们迎来了特殊的开学

“第一考”。“考试主要是对学生
自主学习成果的检验，便于老师
进一步了解学生们的学习情况，
安排后期教学计划。”区实验初
中党委书记、副校长朱玉林说。

紧张的考试后，当天下午，
学生们在教室里集中观看了《感
动中国 2020 年度人物颁奖盛
典》的视频。抗疫英雄张定宇、
抗洪英雄陈陆、空军一级战斗英
雄王海……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在
教室回响，深深刻在了学生们的
心中。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武汉
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作为一
名初中生，我为民族骄傲，为国
家自豪，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为社会作贡献。”初一
（19）班的冯奕珲激动地说。

该校德育处主任钱花美告诉
记者，近年来，该校一直把“家
国情怀”教育贯穿到日常教育教
学中，引导学生争做“有感恩
心、有责任心、有进取心，讲文
明、讲礼貌、讲道德”的德善少
年。“今年的重点工作就是让学
生有所感动、有所触动，培养

‘家国情怀’就从‘开学第一
课’开始。”

为制造业转型发展插上高能双翼
（上接01版）落实8大任务，配
套N项政策，全力以赴推动吴江
区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
型。

“我们将继续深入实施‘五
个一’工程，自2021年起，用
三年时间，完成全区近1600家
规上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
化转型全覆盖，每年完成智能化
改造和数字化转型项目1000个
以上。”区工信局副局长陈建刚
介绍，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
项目主要包括智能制造诊断服务
项目、智能化数字化改造项目、
企业上云项目、示范标杆项目、
智能制造基础管理能力提升项目
等。

我区将充分发挥智能工业先
发优势，推动云计算、大数据、
工业互联网、5G、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新动能，促进全区制造业向产
业链、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此次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8
大重点任务，分别是：加大诊断
服务力度，持续引领两化转型发
展；树立打造标杆示范，带动企
业深度全面改造；鼓励技术服务
输出，加速行业智能化推广；坚
持目标绩效导向，支持服务商做
大做强；强化管理基础能力，提
升企业数字化应用水平；加强创
新支持力度，推动关键领域技术
突破；推行智能制造顾问制度，
完善数字化生态服务体系；加快
网络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保障
能力。

“在当前数字经济的浪潮
下，我们将主动顺应发展大势，
积极抢占制高点，认真落实好区
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全面打
响‘智能工业看吴江’和‘工业
互联网看吴江’两大品牌，在新
时期、新起点上推动吴江工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陈
建刚表示。

打造古今辉映的历史文化名城
（上接01版）发挥好民主党派的
人才优势，精选调研人员，按照
时间进度，加快开展深度调研，
并集思广益，形成补充性的真知
灼见，推动苏州“运河十景”建
设出精品。

王国荣表示，吴江将坚持区
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积极
主动打造好平望·四河汇集项
目，从文化、产业、经济等方面
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建设大运河

“最精彩一段”工作。平望·四
河汇集项目时间紧、任务重，希
望苏州各民主党派能为吴江相关
建设工作出谋划策，吴江也将积
极配合好市委统战部关于苏州

“运河十景”课题的专题调研，为
苏州“运河十景”建设贡献力量。

会前，姚林荣一行调研了平
望运浦湾、运河历史文化街区等
地，实地了解“平望·四河汇
集”项目建设内容和建设进度。
据了解，平望·四河汇集坚持新
老呼应、两片联动，水、岸、
城、村、人共生共荣，运河文化
旅游景区依托“一桥、一寺、一
道、一湖、一集”景观，以“京
杭大集”呈现运河生活新场景；
运浦湾片区聚集“一塔、一驿、
一带、一院、一品”，将四河元
素、运河文化融入经济发展、城
镇建设、民生服务全领域，描绘
现代版“运河繁华图”。

苏州市及我区领导王鸿声、
周晓敏、周俊、陈林森、李赞、
杨斌等参加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