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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2岁的左丹红是汾
湖芦墟关工委五老志愿者，
也是一名网吧义务监督员。
她热心社区公益事业，积极
参加公益服务活动，只要有
需要帮忙的地方，她总是乐
于去做。她还是一个孝顺的
女儿，为了照顾年迈多病的
母亲，干脆搬到老人家里，
每天悉心照料。最近，她又
勇救了一位落水老人，受到了
大家的赞扬。

河里救起邻居老伯

“这是左丹红第二次救人
了，她一直是个热心人！”1
月13日，记者来到汾湖高新
区莘塔河东街，居民们围着记
者，说起了左丹红救人的事
情。

左丹红和母亲住在河东街
一幢老式楼房里，楼下是一个
敞开式的院子，院门外是一条
叫南栅漾的小河。1月11日
上午8点多，左丹红和往常一
样挎着篮子沿着河岸走路去买
菜。突然，她听到了求救声，
原来是家住隔壁楼78岁的俞

老伯掉进了冰冷的河水里。
“我一看，他已经在河里挣扎
着慢慢下沉了，我立马跑下岸
边台阶，靠近老人，一把抓住
他，往上拖。”左丹红描述着
当天的惊险情况，还是止不住
后怕。因为俞老伯个头大再加
上在水里时间长了，身上的衣
服都浸湿了，最后，左丹红费
了好大的劲才把老人救上岸，
在其他居民的帮助下，一起把
老人送回了家。

“我那天想走回家，正好
一辆车子擦身而过，我想让一
下，腿一软就掉进河里了，我
身体不好，有糖尿病并发症，
幸好邻居左丹红救了我，事后
还联系了我的孩子们，真的很
谢谢她。”俞老伯满怀感激地
说。

她曾救过八旬老阿婆

这不是左丹红第一次救
人，几年前，她还救了掉到河
里的邻居汪阿婆。

当天上午10点左右，忙
完手上事情的左丹红急匆匆
往母亲家赶。在跨进院子

时，她习惯性地往院门外瞥了
一眼，发现有位老人倒在河
边，大半个身子已经滑到了水
里。

“当时，正好有一位邻居在
门口干活，我赶紧叫来邻居，两
人一起动手，把老人拉上了岸。
我认识这位老人，她是住在对面
楼里的汪阿婆，当时已经80多
岁了。”左丹红回忆道。

汪阿婆说，那天她去河边洗
东西，不小心滑倒了，摔倒在河
边，当时慌了神，连救命都没来
得及叫。事后，汪阿婆的家人买
来礼品向左丹红表示感谢，左丹
红婉拒了，她说：“救人是应该
的，谁看到了都会去救，别说大
家是邻居了，即使是陌生人，看
到有人落水了我也要救的。”

孝顺女儿 乐观感染身

边人

“烧啊洗啊、打扫卫生之类
的，女儿一个人包揽了，为侍候
我，她整天忙里忙外的。”左丹
红的母亲钱桂英细数着女儿的孝
顺能干。左丹红的母亲今年91
岁了，子女有四个，左丹红是年

纪最小的。前几年，为了照顾母
亲，左丹红把经营状况不错的彩
票店转让了出去。

除了照顾母亲，左丹红还是
汾湖芦墟关工委五老志愿者和网
吧义务监督员，虽然每天忙得团
团转，但她觉得生活很充实。现
在，左丹红还给母亲报了老年大
学的学习班。“给母亲找点事情
做，让她快乐起来，这更有意
义。”左丹红解释。

钱桂英在女儿的带动下，报

了电脑班和书法班，每天坚持练
习，精神头越来越好。在房间的墙
上，挂着好几幅老人练笔的作品，
一色的娟秀小楷，已蛮有功力。

“她性格开朗、不拘小节，老
年大学的学员们都很喜欢她。她
也很热心，我们组织活动，有老
人拎不动物品，她会主动上前帮
忙。”汾湖关工委负责人张俊表
示，每次开展活动，左丹红都会
主动揽起后勤的活，跟她在一
起，大家也都很开心。

弘扬暖心正能量

热心邻居两次勇救落水老人
融媒记者 朱周娟

本报讯（融媒记者贝学峰）
1月4日以来，桃源镇连续开展
辖区内“九小场所”拉网式排查
行动，针对日常遗漏以及新开店
消防安全问题，做到查漏补缺、
全覆盖摸清底数。

本次行动主要对场所内的
日常消防安全情况进行检查。
执法人员着重检查了灭火器、
烟雾感应报警器等消防器材的
配备，灭火器有无过期，是否
签订消防安全责任状，消防通

道是否保持畅通，电动自行车
是否在室内违规停放充电等情
况。对检查出的消防安全隐
患，执法人员当场对商户下发
隐患整改通知书，并要求在规
定时间内整改到位。

此次排摸整治，有效消除
了部分隐患，提高了“九小场
所”经营户的防范意识。接下
来，桃源镇将继续排摸和执法，
严格把控标准，将隐患收拉入
网，及时消除。

确保消防安全隐患“零死角”

桃源镇拉网式排查“九小场所”

左丹红指着俞老伯的落水地点左丹红指着俞老伯的落水地点。。（（朱周娟朱周娟摄摄））

（上接01版）随后，王国荣
一行前往合心村。该村通过文化
建设主线，把关工委工作、养老
孝老工作、普法教育工作和乡风
文明建设等串联起来，进一步强
化村民意识形态。王国荣先后参
观了露天电影放映点、农家书
屋、合心书场、日间照料中心等
地。他强调，要结合群众喜好，
有针对性地提供文化产品，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于

“润物细无声”中不断提升农村
居民素养。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农村要在落实疫情防控
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加强管控，
有序开放公共场所，为村民提供
有温度的服务。

王国荣一行前往北联村苏州
神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

研。神元生物是一家专业从事珍
稀濒危药用植物——铁皮石斛种
苗生产、生态栽培、中药材保健
品研发和销售的企业。王国荣结
合参观，听取讲解，详细了解了
企业当前经营情况及下一步发展
计划。王国荣鼓励企业在做大做
强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赢得发展话语权，利用好优质
资源，善于开展有效合作，做好

“借船出海”“造船出海”文章。
王国荣一行来到湘溇村。该

村投资约30万元，建成王家浜
口袋公园与党建小屋。目前，口
袋公园已投用。王国荣希望该村
将党建工作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相结合，打造“水美湘溇”示范
点，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副区长孙俊良参加调研。

扮靓村容村貌 培育文明乡风

（上接 01 版）“你从事什么
工种？”“高空作业需要哪些安全
措施？”“施工单位有没有给你们
进行安全培训？”在东太湖度假
区（太湖新城）的另一处在建工
程工地，王国荣深入施工现场，
认真检查了工地安全措施，并与
高空作业人员进行深入交谈，现
场查看其资质证书。王国荣叮嘱
工地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重于
泰山，施工企业务必时刻把安全
放在第一位，做实做细建筑工地
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强化检查防

高空坠落、用电安全、消防安
全、扬尘防治等安全生产工作，
严格按照施工方案、安全生产操
作规程科学规范施工。

检查中，检查组详细查看了
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措施、深基
坑围挡及支护是否牢固、脚手架
搭设是否规范、高空作业时防护
措施是否到位以及关键岗位人员
持证上岗、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
和落实、安全生产三级教育等情
况。

副区长沈伟江参加检查。

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生命线”
（上接01版）此外，丝创

园还成立了质量监督工作站，
制订了丝绸纺织服装产品质量
专项抽检方案，实施不定期常
态化第三方质量抽检。近年
来，丝创园园区企业在主管部
门历次的质量抽检中全部合
格，共有10家企业通过质量
信用A级认证，太湖雪、山
水丝绸、辑里丝绸、慈云蚕丝
等企业相继通过中国高档丝绸
标准产品认证、苏州丝绸品质
认证，震纶棉纺荣获苏州市市
长质量奖，太湖雪获得江苏省
丝绸行业首张“江苏精品”认
证证书。产品品质是品牌的保

障。吴江首个国家地理标志集
体商标“震泽蚕丝”于2020
年在丝创园启用发布，让震泽
蚕丝成为了优质蚕丝产品的代
名词。同时，丝创园积极鼓励
园区企业参与各项国家行业标
准的起草，《震泽蚕丝被》《震
泽蚕丝绵》两个团体标准相继
制定发布。

丝绸产业创新发展趋势主
题论坛、2019中日丝绸交流
合作论坛、震丰缫丝厂90周
年纪念活动、震泽丝绸振兴推
进大会……近年来，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丝绸产业相关活动在
丝创园有声有色地开展。丝创

园已经连续5年组织举办“震泽
丝绸杯”中国丝绸家用纺织品创
意设计大赛，为国内知名院校、
企业的设计精英们提供了竞技舞
台，同时满足了行业自身发展的
内在需要。5年来，该项赛事累
计收到参赛作品10564件，多
数作品已成功运用到市场，实现
创意设计到创新产品落地的无缝
衔接，为丝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大动能。

丝创园还与北京服装学院深
入合作，建立中国生活方式设计
研究院实践基地，开发出百余款
代表震泽本地特色的文创产品。
为更好地保护原创设计师们的创
新成果，让企业的创新产品免受
抄袭的困扰，丝创园内设立了国
家知识产权局震泽版权工作站，

通过深化版权工作、完善版权交
易，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为园区
的时尚创意设计产业保驾护航。
近期，丝创园获评“江苏省版权
示范园区”。

震泽丝绸产业基础雄厚，云
集了200多家丝绸企业，目前已
经形成了年产值近50亿元的丝
绸产业集群，年产蚕丝被超400
万条，全国近三分之一的蚕丝被
产自震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
蚕丝被之乡”。2021年，得益于
震泽丝绸纺织产业的集聚效应和
蓬勃态势，苏州首家抖音直播基
地落户丝创园。目前，该基地已
经吸引100多家丝绸品牌入驻。

“按照目前直播经济强劲势头，
未来将有更多的丝绸品牌入驻，
希望更多带有震泽丝绸文化符号

的产品通过互联网平台走出震
泽，走向全国，飞向世界。” 薛
美娟告诉记者。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工
业旅游的兴起，太湖雪蚕桑文化
园、新申亚麻产业园等成为了休
闲旅游打卡地，琳琅满目的创意
产品和体验活动，不断吸引着八
方游客。据统计，丝创园有效整
合创意设计资源、创意产业资源
和特色乡村资源，取得了文旅农
商融合发展的多重发展效益，具
有鲜明的示范效应，每年吸引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超 30 万人
次。作为纺织服装生产、文化休
闲旅游、电商创意设计、蚕桑田
园乡村深度融合的复合型园区，
丝创园集聚效应已凸显，未来可
期。

丝创园上榜首批国家级示范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