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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都镇吴溇路上的一家
服装店内，店主沈小芳正热情
地招呼着顾客，正如她27年
前刚开店时一样温柔而坚定，
像春风一样温暖人心。从一个
毫无经验的服装店主到知名服
装品牌的苏州总代理，27
年，她在坚持中赢得了口碑，
在坚守中收获了成功。“不管
什么行业，都有拔尖的人，就
看你能不能坚持下来。如果一
遇到困难就放弃，那就永远和
成功无缘。”沈小芳说。

1996年，因为没有时间
照顾年幼的儿子，沈小芳从七
都一家缫丝厂辞职，走上了自

主创业的道路。她在心田湾找
了个不到30平方米的店面，
做起了服装生意。可第一次进
货，就差点把货搞丢了。“当
时我是坐杭州到南浔的车准
备回来，我把进好的两大包
衣服放在车上，想着还有一
点时间，就再去市场里进点
货，谁知道错过了发车时间，
等我赶回来的时候，车子已经
开走了。”看着自己的两大包
货扬长而去，沈小芳第一次感
到了绝望。好在经过多方联
系，终于在两天后找回了两包
衣服。

沈小芳说，自己就是个工

作狂，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家
里也顾不到，孩子也管不着，
自己卖衣服，到头来儿子大年
初一却没有新衣服穿。然而也
正是这股拼劲，让她很快在服
装销售领域找到了自己的一片
天地。“2000年过后，很多人
的消费观慢慢发生了改变，开
始注重品牌，我也就是在那个
时候意识到，需要转型来迎合
市场的需求。”

2001年，经过考察，沈
小芳花了50万元拿下了湖州
珍贝羊绒品牌在吴江的代理
权。二十多年前，羊绒衫对于
普通工薪阶层而言可谓是奢侈

品，但是沈小芳却把眼光放得
很远。她一个个乡镇跑，寻找
二级代理，逐步打开了市场。

“厂方给我们的货都是买断制
的，哪怕是尺码都是不能调换
的。但是我跟我们的二级代理
说，你先拿去卖卖看，卖不掉
的款式你还给我，你拿热销的
去卖。”有了沈小芳的兜底，
二级代理商们越做越大，现在
每个二级代理商每年都可以销
售几百件羊绒衫。

如今，沈小芳已是珍贝品
牌的苏州总代理，并担任了湖
州珍贝羊绒制品有限公司苏州
公司负责人。除了在吴江拥有
8个二级代理商外，她在苏州
大市内还有11家直营店，观
前、新区、园区、昆山等商场
都有她的专柜，销售业绩在全
国500多家代理中始终处于前
三强。即使疫情期间，她还在
不断地新增直营店。“好多人
都说我胆子大，商场里有的品
牌都撤柜了，我反而要进
去。”沈小芳说，她看到的是
机遇，其他品牌撤柜就意味着
有更多好的位置可以挑选。今
年她还准备新增两到三家直营
店，目前正在与一些高端商业
综合体洽谈中。

除了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外，沈小芳还不忘热心公益。
2017年，她从媒体上了解到

“水晶球男孩”倪振威自强不
息的事迹后，便加入志愿团
队，帮助倪振威寻找厂家定制
水晶球。“一开始做了三个，
他试用了之后感觉不是很清

楚。后来我又发动我们的客户
帮忙找，重新定制的款式小倪
觉得很清楚，拿着也方便。”沈
小芳说，直到现在她都没有告
诉倪振威，那个水晶球是她请
了一个大师级的专家定制的，
虽然价格比普通的要高出很
多，但她觉得只要能给倪振威
带来方便，再贵都值得。

“一老一小”始终是沈小芳
公益路上关注的重点。她说，
是公公留下的一件遗物让她深
受触动。“我公公留下了一张1
万元的存折，被他夹在了两片
木板之间保存着。这些钱是我
平时给他的，他攒起来都没
花。”这件事让沈小芳明白，老
人需要的并不是钱，而是精神
上的关爱。为此，沈小芳加入
了苏州的一个公益组织，定期
去看望孤寡老人，用陪伴传递
至真情怀。

疫情期间，沈小芳的实体
店生意受到了影响，但她依然
慷慨解囊，出钱又出力，不仅
向门店所在的商场和社区等捐
赠口罩，还带领员工参加社区
志愿服务，做好核酸检测的信
息录入和采样凭证发放，用实
实在在的行动，在抗疫一线传
递正能量。

沈小芳说，无论什么事，
坚持就有无限的可能。“我给自
己设定的目标是做到70岁，能
开出20家直营店。”她相信，
只要坚持，这个愿望一定能成
真。

图为工作中的沈小芳。
（汪达飞摄）

在坚持中编织梦想 在坚守中绽放芳华

“我要干到70岁！”
融媒记者 汪达飞

本报讯 （融媒记者倪晨烨） 近
日，苏州市政府办公室发布通知，自
3月18日起，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持优待证，均可在苏州免费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园。

据悉，全国范围内持《中华人民
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中华人民
共和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
人遗属优待证》的人员 （以下简称

“优待对象”），在苏州市行政区域内
可免费乘坐公交（不含预付费定制公
交及长途客运等）、轨交、有轨电
车；免费参观游览国有博物馆、纪念

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和实行政府
定价或指导价管理的公园、展览馆、名
胜古迹、景区。

据介绍，优待对象主动出示优待
证，经驾驶员或工作人员核验后，免费
乘坐公交及有轨电车，通过轨交站内人
工通道进、出站，免费乘坐苏州轨道交
通。在免费游园方面，优待对象可通过

“苏州园林旅游”“君到苏州”或各优
待景区官方平台等提前预约，预约成
功后，按照预约时段至景区，出示与
本人身份信息匹配的优待证和身份证
入园。

退役军人优抚升级
在苏州可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和游园

本报讯（融媒记者倪晨烨）
3月 16日上午，记者从吴江市
民卡服务中心了解到，新一期
（第32期）苏州惠民休闲年卡开
始办理了，办理时间截止到
2023年6月30日，本期办理的
休闲年卡使用期限自办理次日起
至2024年6月30日。

“办卡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
过‘智慧吴江’微信公众号办理；另
外一种是线下办理，市民可以带
着身份证原件到吴江市民卡服务
中心或者同里、震泽、桃源等地的
为民（便民）服务中心办理。”吴江
市民卡服务中心总监顾晓雯说。

据了解，本期休闲年卡分
A、B 两个套餐，A 套餐售价

200元，包含了穹窿山、周庄古
镇、同里古镇、陆巷古村、尚
湖、沙家浜、寒山寺等旅游景区
共 89 处；B 套餐售价 350 元，
在A套餐的基础上，增加了苏
州乐园森林世界下午场5次、华
谊兄弟电影世界1次（两处景点
二选一）以及长三角部分城市景
区，可游览景区共100处。本期
新增的热门景点及游览项目有苏
州太湖湿地公园、半岛田园、山
湖温泉、水上观光巴士、苏州文
化艺术中心国风剧场等。

顾晓雯提醒市民，部分景点
景区要提前在“智慧吴江”微信
公众号进行线上预约。此外，一
些景点景区还有游玩次数限制。

惠民休闲年卡开办
200元畅游80多个景点 线上线下均可办理

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上接 01 版） 始终胸怀“两个大局”、
牢记“国之大者”，让习近平总书记关
心的事、强调的事，党中央部署的事、
交办的事，在苏州得到最有力、最有效
的贯彻落实。要准确把握苏州现代化建
设的历史方位、地位作用，坚决扛起
当好排头兵的职责使命。充分认识
到，苏州是中国人民不懈探索追求现
代化的生动缩影，苏州改革开放以来的
发展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打下了坚
实基础，苏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已经具备了一系列战略性有利条件，
要永不满足、永不懈怠，努力开辟发展
新境界。

曹路宝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
展这个首要任务，不断增强苏州发展核
心竞争力。全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做
强教育、科技、人才三大基础性战略性
支撑，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推动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创
新集群融合发展，真正实现产业“搬
不走、压不垮、拆不散”。坚定不移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改革和发展深
度融合、高效联动，进一步筑牢苏州
开放这个重大优势。大力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积极主动服务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和省内区域协调发展，更大力度
推动市域统筹协调发展。扎实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牢记粮食安全“国之大
者”，着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不断提升苏州江南文化影响
力，以敬畏之心全力抓好古城保护，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切实
保障人民幸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城
人”融合发展理念，持续强化社会治
理创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
提升生态建设水平，系统做好生态环
境保护和改善，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
曹路宝指出，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高质
量发展继续走在前列提供有力政治保障。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快提升干部
队伍能力本领，驰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
营造广大党员干部一心为公、一身正气、
一尘不染的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今年是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要通过此次集中研讨和动员部署，全面增
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
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
本领养成，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抓好党
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
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关
键少数”示范带动各地各部门奋发作为见
行见效，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新实
践开好局、起好步。

吴庆文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要不断
学深悟透、提升能力本领、发扬优良作
风，全力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切实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加快
建设展现“强富美高”新图景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市、奋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排头兵而不懈奋斗。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
协领导同志；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各
县级市（区）及市委各部委办局、市各委
办局、市各人民团体、各大专院校和直属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开班
式。各县级市（区）设分会场。

区委书记李铭，区委副书记、区长王
国荣在苏州主会场参加会议。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晓枫，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盛
红明，区委副书记韦国岭，区委副书记、
副区长王嵘，区领导杨斌、汤浩、张炳
高、李文斌、钱宇、沈春荣等在吴江分会
场收听收看。

本报讯 （融媒记者史韫倩） 日
前，2022年度苏州市体育公园评定
结果及便民体育设施补助项目的通知
公布。记者从区文体广旅局了解到，
吴江区江陵街道山湖公园获评Ⅲ类体
育公园，另有多功能运动场、篮球
场、笼式篮球场、笼式足球场等13
个项目获得便民体育设施补助，获补
助项目数量在苏州位列第一，补助金
额总数占全市38%。

获得补助的多功能运动场位于震
泽镇朱家浜村、七都镇七都社区、七
都镇东风村、盛泽镇坝里村，获得补
助的篮球场位于盛泽镇潜龙渠公园、
震泽镇新幸村、八坼街道公园、横扇

街道菀坪社区、桃源镇梵香村、平望镇
胜墩村，获得补助的笼式篮球场位于震
泽镇贯桥村，获得补助的笼式足球场位
于震泽镇大船港村、江陵街道城南社
区。

近年来，吴江大力推动乡村体育设
施建设，根据《关于推进苏州公共体
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
不断提高各地公共体育服务能力水
平，充分满足市民就近参与健身、多
元选择健身项目的需求。接下来，区文
体广旅局将利用好补助资金，进一步完
善市民身边的锻炼场所，抓好体育健身
设施建设，为居民体育锻炼提供更好的
环境。

2022年度市体育公园评定结果
及便民体育设施补助项目公布

吴江获补助项目数量位列第一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记
者今天凌晨从中石化吴江第一加
油站获悉，由于本轮调价周期内
国际油价震荡下跌，受此影响，
今天零时起，国内成品油零售价
迎来下调。

具体来说，92号汽油、95

号汽油、98号汽油、0号柴油每
升均下调0.08元，现价分别为
7.68元、8.17元、9.15元、7.33元。

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以一
辆油箱容积为50升的私家车加
满一箱92号汽油计算，本轮下
调后，可以少花4元。

成品油价今晨下调
各标号汽油价格均降0.08元/升

增强水安全保障能力
提升滨河生态空间品质

（上接 01 版） 按照区域50年一
遇防洪标准设计建设，有力增强
了沿线水安全保障能力。

除实施堤防护岸工程外，工
程还通过水下湿地生态系统塑
造、控源截污工程等，构建太浦
河近岸滩涂和挺水植物系统；开
展“三治”和“散乱污”整治，
结合多形态生态化护岸的构建，
打造出多层次、多功能的岸线景
观，大力提升滨河生态空间品
质，也减少了硬质化护岸对两栖
动物和鸟类迁移活动的干扰。昔
日杂乱的太浦河岸线，如今水清

河畅、岸绿景美，苇荡清幽、群
鸟齐飞，一幅生态优美的河湖画
卷正徐徐展开。

项目以水为脉，融入现代文
化元素，充分凸显“吴根越角”
的江南水乡文化特质。如黎里段
融入地名（梨、蠡）文化、船运
与码头文化、名人文化 （柳亚
子、倪征 、殷明珠）、弄堂文
化等，建设村民文化广场，打造
一个运浦水文化的集中展示窗
口，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
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