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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生 04
□ 寻访“最美家庭（文明家庭）”□

记忆中的年味，是院子里的爆
竹声响，是爷爷手写的春联满是墨
香，是奶奶厨房的食物飘香。童年
的年味，是满心的热闹和纯真。

在绸都，这个拥有近50万人
口的江南小镇里，除了土生土长的
老盛泽人外，更多的还有来自五湖
四海的新盛泽人，他们用勤劳的双
手致富，用热情温暖城市。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阶段，他们有些仍无法
回到故乡过年，但用另一种方式思
想念故情，那就是一道道美味口味
的家乡菜。

中国人历来十分看重“年夜
饭”，即使平时吃得差一点，也要
把“年夜饭”这顿饭弄得像模像
样，这顿饭既意味着家人的“团
聚”，又是一种亲情的升华。美食勾
勒出家乡的味道，也让这道思念有
了倾诉的源泉。你记忆中的家乡的
年味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去探寻。

人物一：彭红（广州人，建材商）
家乡菜：客家酿豆腐

在盛泽工作的彭红是广州人，
12年前，她只身一人从广东来到
盛泽，做起了家居建材生意。在盛
泽拼搏的日子里，她做大了事业，
结交了朋友，还成立了家庭，生了
孩子。对于她而言，记忆中的家乡

味是寓意“两全其美”客家酿豆腐。
客家酿豆腐，不仅是客家名菜，

在广东许多地方宴席上，都有酿豆腐
这道菜，广东人对菜式与食材的选
择，都很注重寓意。

彭红告诉记者，酿豆腐，其中的
“酿”字，在客家话中，有“镶”或
“嵌”的意思，相传是因为要把肉和
豆腐得到平均分，从而把肉馅镶入到
豆腐中，做到了“人有我也有”而流
传至今，寓意“两全其美”。

“做客家酿豆腐的时候，外婆早早
地起了床，磨豆子，做豆腐。一双布满
褶皱的手，做出了如玉般的豆腐。那味
道，是鲜美，是留念。”在彭红的记忆
里，外婆做的客家酿豆腐是一道难得
的美味。当吃下一块客家酿豆腐时，品
到了菜肴美味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这
份舌尖上的情怀和对外婆的思念。

人物二：丁小花（宜昌人，纺织工人）
家乡菜：灌香肠

丁小花的家乡在宜昌，那里过年
有灌香肠的习俗。

“小时候，我家还在农村，因此
年年可见杀年猪、灌香肠的场面。当
一大堆红白相间的肉躺在案板上，父
亲往往挑一些半肥半瘦的肉割下来，
扔到大盆里，母亲便拿到砧板上把一
块块肉剁成三四厘米的肉丁，拌上白

的盐，红的豆瓣，黄的橘子皮，咖色
的花椒，再撒上姜末和蒜粒，灌香肠
的料便准备好了。”丁小花的记忆
里，一串串灌香肠是一份份家乡味。

说起灌香肠，丁小花打开了话匣
子。制作灌香肠要清洗肠衣。那个年
代，没有现在五花八门的辅助工具，
能不能灌好香肠全靠娴熟的技术。父
亲和母亲一人拿一双木筷子，把肠衣
的一端打结，一手撑开肠衣，一手往
里面喂肉。香肠灌完了，父亲捏着香
肠，母亲开始打结。系上白线的香肠
气鼓鼓的，母亲拿起一根针，在肉块
的缝隙处戳上许多针眼，空气溜出来
了，肠衣服服帖帖地黏在了肉上。再
拿来一根结实的竹竿，把一节节红通
通香喷喷的香肠整齐地挂上去，这种
一年一度的美味制作才算结束。

童年时，乡间常有小儿唱歌谣：
香肠长，香肠香，香肠味道自难忘，
香肠里面有故乡。那时，丁小花年
幼，尚不懂其中滋味。如今，每年过
年收到父母亲亲手灌制的香肠，心中
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便增添一分。长
长的香肠，像一条牢固的绳索，一端
系着丁小花，一端系着故乡。过年有
了香肠，乡愁才能稳稳地安放。

人物三：李建国（福建人，超市老板）
家乡菜：冰糖蹄膀

李建国是福建人，来盛泽已经有
30年了，在他的记忆里，冰糖蹄膀尤为
美味。老家的爷爷有一口小炉子。冰糖
蹄膀的烧制，与这口炉子也密不可分。

冰糖蹄膀，重头戏自然是大蹄
髈。清晨，爷爷赶集市挑选上好的蹄
髈。回到家后，爷爷在土灶的大铁锅
里加入冷水，没过蹄膀，大火烧开，
直至水面一层浮沫，再捞出蹄膀稍稍
放凉，接着用小镊子仔细拔去杂毛，
然后用刀再细细刮一遍肉皮，做这些
时，爷爷总是沉默且专注，李建国也
看得入迷。

接下来，铁锅里入油烧至大约五
成热，放入八角、肉桂煸出香味，待
油温继续升高，便放入葱结和姜块去
腥，这时候放入蹄膀在锅里一转，便
立刻倒入足量烧好的开水，加黄酒、
老抽和生抽，大火烧开，不一会儿，
复杂的香料味混合肉味就在厨房里蔓
延开来。

如今，李建国已经掌握了制作文
火煨蹄膀的秘诀，他的孩子们也特别
喜欢吃他做的蹄髈。李建国坦言，一
道美食历经几道工序，需要花费大量
时间，而这些浸透在食物中的爱意就
会更加绵长细密，直抵人的心房，这
就是美食的魅力。

小时候，年味是穿新衣、放鞭
炮。长大后，年味是全家团聚的那顿
年夜饭。岁月在变，不变的是那记忆
中浓浓的年味。

年味渐浓 你记忆中的家乡味是啥？
融媒记者 沈佳丽

寒冷的天气
挡不住绸都青年

“温暖冬天”送爱
心 的 脚 步 。 近
日，盛泽镇团委
组织青年志愿者
在潜龙渠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开展

“益满绸都 温暖
同行”爱心围巾发
放活动。一条条围
巾满载着志愿者
的爱心，温暖在寒
冬里为城市发展
默默奉献的无名
英雄。送的是温
暖，暖的是人心。

（沈佳丽摄）

“真的很感谢熊师傅，有这样
的热心人，我们社区越来越好。”
在大街小巷里，经常能听到这些感
谢熊师傅的话。居民口中的熊师
傅，就是家住盛泽镇镜湖社区的熊
仁源。

熊仁源是土生土长的盛泽人，
今年65岁，家住镜湖社区镇东新
村。退休前，熊仁源在盛泽的一家
纺织厂工作，兢兢业业，从没在工
作上出岔子。退休后，他发挥余
热，积极做社区和居民沟通的好桥
梁，并加入到了盛泽镇镜湖社区零
距离志愿服务工作站，成为了一名
无私奉献的社区志愿者。

“熊师傅，最近我们社区在开
展‘331’专项工作整治，需要你
作为小区热心志愿者代表一起参
与，你有时间吗？”

“有时间！”
这是社区工作人员丁明娟和熊

仁源的微信对话。丁明娟把熊仁源
的微信名备注为“熊师傅镇东五区
热心人”，在她的印象里，只要有
事找熊仁源，他必定随叫随到。

大家都说熊仁源是小区的免费

“物管”，凡是影响小区环境、邻里关
系的事儿，他都不厌其烦积极主动
地去解决。说起做好事，就不得不提
到5年前小区水管漏水的事情。

“水管破了之后渗水严重，导
致左右邻居相互报怨，矛盾重重，
整个小区也污水横流、臭气熏
天。”熊仁源看着心里难受，就找
来干净的水反复冲刷，但这解决不
了根源问题，得尽快找出漏水的原
因。他立即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前来
实地查看，经过反复查找、挨家挨户
询问后，熊仁源猜测是燃气公司安
装管线打破水管漏水。本以为找到
原因后就能解决问题，但是熊仁源
只是猜测，燃气公司并不予理会。

“我着急啊，就社区、政府、
燃气公司三头跑，这个事情总要有
人落实，我最闲，我来跑。”这期
间，燃气公司还抱怨熊仁源“多管
闲事”，熊仁源却说：“这是我们的
家园，我们有责任保护她。你们尽
管处理，如果不是你们原因造成
的，所有的费用我来出。”经过努
力，最终确定为燃气公司施工不当
造成了水管破裂。熊仁源也松了一

口气，虽然辛苦了近3个月，但总
算没有白费。

“大事做不了，小事还是可以
帮上一把的。”尽管忙碌，熊仁源
却乐在其中，自己在年老的时候还
能为社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发
挥余热，就心满意足了。

熊仁源所居住的小区是无物业
管理的老小区，车辆可以自由进出
小区。加上小区周边的商铺也随意
将车辆停在小区里，这让原本车位
就不多的停车位更为紧张。

“特别是到了早上的时候，上
学的、买菜的、上班的，乌压压的
车辆堵在门口，看着真难受。”熊
仁源决定自掏腰包，在小区门口安
装道闸，并设置好摄像头，以此规范
车辆的驶入。在社区的支持和帮助
下，如今，不仅车辆进出需要严格管
理，居民车辆停放也更加规范了。

作为社区里的“老人”，熊仁
源对自己所管辖的小区情况了如指
掌：哪家房子出租了、哪家居民入
住了、哪家发生紧急情况了……他
都能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居委会，并
认真协助居委会做好居民的信息采

集工作。正是因为他热心帮助邻
里、热情服务居民，所以社区里许
多上门登记工作和文化活动在他的
牵头发动下，居民们都能积极地配
合和参与，为居委会各项工作的开
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生活中，熊仁源喜欢练习书
法，还会去公园锻炼身体。对于妻
子蔡小玲，熊仁源也是爱护有加。

“老伴的眼睛不好，我就不让他出
门。”熊仁源回忆，有一次妻子偷偷
出门，不小心被电瓶车撞到了。从
那以后，自己对妻子下了严格的

“命令”：出门，要自己亲自陪着。
虽然是“命令”，但是里面藏着对妻
子浓浓的爱和关心。蔡小玲也知道
丈夫做公益的辛苦和意义，她默默
地支持丈夫做善事，力所能及地处
理好家中的事务。

在熊仁源的抽屉里，小心翼翼
地放着他和妻子的照片，他们一起
去旅游，在西安、广州、内蒙古等
地都留下了他们同行的身影。

图1为熊仁源为市民测量体温。
图2为熊仁源在安装宣传板。

（沈佳丽摄）

社区热心人 居民贴心人
——记盛泽镇镜湖社区熊仁源家庭

融媒记者 沈佳丽
本报讯（融媒记者沈佳丽）魅

力社团展风采，活力校园迎未来。
近日，盛泽实验小学举办首届迎新
艺术展暨舜湖少年学院期末颁奖典
礼。

学校为学生搭建自我创造、自
我展示的舞台，充分体现儿童的主
体精神。艺术展上，学生充分发挥
想象力，创造出普适性课程类作
品、社团主题类作品、学生自由表
达类作品20000多件，评选出入
围奖 1200件，铜奖 50件，银奖
30件，金奖15件。

以社团搭建起儿童成长的平
台，以特色课程彰显儿童的生命活
力。2021年，盛泽实验小学成立
舜湖少年学院，下设有文学院、科
学院、艺术院、体育院等多个分
院，创建了五十多个社团。学生们
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出校园，以亲身
实践来收获写作素材，丰富经验，
用心创作出一幅幅惟妙惟肖的作
品，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拓宽了学习视野，激发了创新意
识，还让学生在多彩的活动中快乐
成长。

追寻“童年精神” 建构师生乐园

盛泽实验小学社团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讯（融媒记者沈佳丽）为进
一步落实国家“双减”政策，传承和
发扬传统文化，激发学生对祖国语
言文字和灿烂文化的热爱之情。同
时也为增强学生写规范字、用规范
字的意识，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
化建设氛围，盛泽第一中学开设了
学生书法社团。

现场，书法老师与学生分享练
习书法的技巧，引导学生用笔在

心，心正则笔正。课堂中，学生专
心致志，一丝不苟，陶醉其中；书
写时，笔式一撇一捺，大开大合，
起转锋回。只见轻盈的笔尖在纸上
起落、曼舞、飞旋，一幅幅笔墨横
姿的书法作品就跃然纸上。

一直以来，盛泽一中以文化立
校，坚持内涵式优质发展，社团活
动的开展为“书香校园”建设增添
了文化品味。

盛泽一中书法社团飘墨香

□ 校园播报 □

本报讯（融媒记
者陈静） 为了让孩
子 们 感 受 新 年 气
息，吴江区贝尔欣
幼儿园精心组织了

“快乐童心 喜迎新
年”主题活动。通
过制作灯笼、新年
美 食 DIY、 包 汤
圆、美味碰撞等趣
味活动，让孩子们
感受春节的氛围，
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弘扬
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

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认真
制作精美的新年灯笼，每一个灯笼
不但充满创意，还表达出孩子们对
新年的美好憧憬。

在“美食DIY”环节，孩子们
体验了亲手制作冰糖葫芦的乐趣。
在包汤圆环节，小朋友们热火朝天
地包起汤圆，捏一捏，滚一滚，一

个“白娃娃”就出来了。
“新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

日，也是一场传统文化盛宴。开展
喜迎新年活动，旨在让孩子们加深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感受节日
的氛围，更好地做传统文化的践行
者、传承者！”贝尔欣幼儿园负责
人告诉记者。

图为活动现场。 （陈静摄）

做灯笼 包汤圆

贝尔欣幼儿园
举行迎新春主题活动

本报讯（融媒记
者陈静）为激发孩子
们的兴趣爱好，丰
富课余生活，吴江
区盛泽镇革新小学
附属幼儿园开设了
多种兴趣活动课
程，培养孩子的兴
趣爱好，挖掘孩子
潜能，让孩子得到
全面发展。

此次开设的课程有创意美术、
绘本、舞蹈、珠心算等，其中，幼儿舞
蹈不仅可以让孩子们学一些基本舞
蹈动作，锻炼孩子们的协调、速度、
耐力、肌力、柔韧性等基本能力，还
可以培养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力和节
奏感，使他们增进身心健康、塑造

美的形体、陶冶美的情操。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直以

来，该园将精心呵护、细心照料、
耐心培养每一位幼儿，让孩子们在
兴趣中茁壮成长。

图为幼儿舞蹈活动现场。
（陈静摄）

让孩子带着兴趣茁壮成长

革新幼儿园兴趣活动课程欢乐多

寒冬送围巾 浓浓温情暖人心

为认真贯彻落实幼儿园督
学工作的各项要求，加强幼儿
园规范管理，日前，吴江区雅
昕幼儿园迎来省教育督导专家
组的实地督导考察和评价。省
教育督导专家组查看了雅昕幼
儿园的办园条件、党建工作、
文化建设、素质教育、校园安
全等方面工作，要求该园依法
治园、规范办园，切实提升幼
教工作水平，促进该园进一步
提高规范化办园、品质立园的
水平。 （陈静摄）

雅昕幼儿园接受省教育专家组专项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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