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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太仓市城厢镇举办“中华民族一家
亲 可爱城市共同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睦邻
厢家”民族百家宴联谊会。民族百家宴自2003年
举办以来，已成为城厢镇统战工作的响亮品牌。本
次活动共摆出了百余道菜肴，少数民族居民还带来
了别具民族特色的传统美食，大家边欣赏节目边品
尝美食，其乐融融。 张怡亮摄

“睦邻厢家”百家宴

本报讯 9月17日，以“匠心筑梦技优吴中”为
主题的第五届“吴中技能状元”大赛拉开帷幕，308
名能工巧匠相聚大运河畔同台竞技，争夺“吴中技
能状元”桂冠，大赛中理论、实操均合格的选手可直
接申报高级工职业资格。

此次大赛重点围绕吴中产业规模大、有特色、
覆盖范围广的项目，设置了数控车工、焊工、电工、
钳工等10个职业竞赛工种。大赛为期两天，包括
17日理论考试和17—18日两日技能实操，由理论
成绩20%、实操成绩80%计算总成绩。

吴中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吴中区铸造了
“技能状元”“校企PK”“传统技艺技能”等赛事品
牌，涌现了一批造诣精深、技艺高超的技术能手，形
成了技能人才培养“头雁效应”，“重视职业技能尊
重技能人才”已在吴中蔚然成风。截至目前，全区
拥有高技能人才5.18万人；建成高技能人才公共实
训基地8家，其中国家级1家、市级2家、区级5家；
建成技能大师工作室42家，其中国家级2家、省级
1家、市级14家、区级25家。 （盛 峥）

300名“吴中工匠”同台竞技

本报讯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日前发布消
息，在推进“431”火灾隐患整治专项行动的过程中，
该街道先后投入350多万元对辖区10个社区的消
防车道统一画线、张贴告示，并通过加强宣传引导、
提升巡查力度等方式，打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

去年10月起，胜浦街道提升了对违停车辆的
治理巡查力度，对无视公德、屡次违停的车辆进行
贴单警告、行政处罚和拖移处置，并将相关处罚情
况在“胜浦发布”微信公众号平台上进行发布，起到
了较好的教育震慑作用。此后，街道又启动“百日
宣传”行动，通过电子屏滚动公告、循环播放自制音
频、入户发放告知书、张贴海报等方式，在智慧社区
平台、广播、微信等多个渠道全面发起宣传攻势，鼓
励居民养成规范停车的好习惯。

一段时间以来，各社区违停现象明显减少。在
此基础上，为最大限度解决停车难问题，胜浦街道
坚持堵疏结合、积极拓展增量停车空间，先后增设
120余个车位、70余个时段临时车位。 （殷建红）

工业园区胜浦街道

打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

9月13日，29位刚刚初中毕业的稚嫩
学子跨越1400公里从铜仁来到苏州，他们
即将进入苏州技师学院“铜仁班”学习，在这
里开启一段全新的人生旅程。

作为苏州铜仁两地对口帮扶的一项有
力举措，“铜仁班”是由苏铜两地人社局、教
育局以及苏州技师学院联合开设并推进的
技能扶贫项目，去年 9月首次启动招生。
该班学制为三年，专业是电气自动化设备
安装与维修，学生均来自当地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在苏州，他们不仅可以免费学技
术，毕业后，还可推荐到苏州相关企业就
业，或回户籍地由铜仁当地人社部门推荐
就业。同时，两地还推出“1+1+1读书助贫
帮扶”品牌，即通过实现1名学生就读，促
进至少1名家长来苏就业，带动1户家庭整
体脱贫。

“从腼腆害羞到敢于表达，从文化基础
薄弱到各科成绩平均提高20分……一年
间，我们见证了2019级铜仁班学生的成长
与蜕变，而他们也在慢慢走近苏州、认识苏
州、融入苏州。”谈起铜仁班，苏州技师学院
学生工作处处长苏黎芳便打开了话匣子，首
先分享的就是2020级铜仁班新生报到时的
故事。13日当晚，苏黎芳和去年一样到上
海接站，只不过这一次随行的志愿者正是首
批铜仁班学生，看到他们热情地“认亲”，给

学弟学妹递水、搬行李，苏黎芳觉得特别有
意义。

感慨之余，苏黎芳也在思考如何进一步
做好铜仁班的教育工作。一年来的实践探
索，学院了解到，对铜仁班学生来说，电气专
业要求较高，理论和实操均有一定门槛，学
生水平参差不齐，反映在成绩上也有较大差
距。为了不让一名学生掉队，新学期起，学
院将针对铜仁班开设“第二课堂”，利用社团
活动时间，根据学生意愿，尝试开展中式、西
式点心等兴趣班。“这样一来，课程专业门槛
相对降低，学生也容易上手，对他们今后的
就业也有所帮助。”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做好贫困地区群众
的就业工作，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场

“硬仗”。自对口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围绕就
业扶贫，苏铜两地人社部门携手企业、院校，
在频频互动中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以问题为
导向，着力疏通就业过程中的“屏障”。

9月中旬，苏州世友人力资源集团总经
理王丽卿再次来到铜仁市德江县。三天时
间里，她走访了当地的扶贫车间、技工院校，
还给在吴中区工作的德江务工人员家属带
去慰问。世友是苏州较早开展就业帮扶的
人力资源机构之一，自吴中德江结对以来，
她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铜仁了。

“今年8月，我们便完成了就业、培训等

帮扶指标，这次回访，我们希望查漏补缺，根
据当地实情再作工作调整。”王丽卿介绍。
在走访傩元素针织有限公司扶贫车间时，她
发现这是个比较基础的纺织类小作坊，当地
务工人员负责加工学生校服，再销售到当地
学校，但销路一般。王丽卿表示，苏州企业
资源丰富，不仅可以帮助扶贫车间拓展销
路，还可以引进专业设计团队，优化校服设
计理念，提高产品附加值。而相关费用，公
司成立的扶贫基金均可以满足。

与此同时，相比苏州的技工院校，王丽
卿发现德江县中等职业学校在师资队伍和
校企合作上还有所欠缺，便坚定了开展双向
培训的想法，一方面把苏州的资深工程师、
培训师送到德江当地的技术院校开展授课、
实践，一方面把德江技工院校的学生接过
来，到苏州企业实习就业。

让贫困人员掌握“一技之长”，是实现就
业脱贫的关键之举。苏州市人社局副局长
谭国明介绍，苏州各级人社部门历来支持企
业、机构开展岗前培训，特别是针对缺乏专
业知识和技能的铜仁籍务工人员，以帮助他
们熟悉各项规章制度、适应产线工作，快速
匹配苏州企业的需求。

在岗前培训基础上，今年，苏铜两地又

创新开展“行前培训”，抓住来苏前、上岗前
的“窗口期”，重点从就业观念、就业期望、就
业准备方面，给予铜仁籍务工人员科学专业
的培训。8月底，铜仁市万山区人力资源市
场，一场“行前培训”在这里开展。当天，面
对近40名工人，苏州高新区人社局、格瑞特
集团以及华旃航天电器、苏州阿特斯阳光电
力等企业的负责人轮番登台，讲述了苏州的
人文历史，企业基本情况，面试、体检、入职、
报到流程和注意事项，薪资发放流程，稳岗
就业补贴领取等。

格瑞特外包服务集团总裁许正江说，开
展行前培训很有必要，既让铜仁籍务工人员

“心中有底”“做好准备”，避免了工作、生活
上的心理偏差，对企业来说，也有利于稳定
员工队伍。据统计，截至8月底，针对铜仁
籍务工人员的“行前培训”已举办29期，累
计培训工人近900名。

“扶贫劳务协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
工程，需要下足‘细功夫’，将‘精准’贯穿于
就业扶贫全过程。”苏州市人社局局长朱正
表示。未来，苏州将加强铜仁籍务工人员就
业动态监测，同时发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蓄水池”作用，开展就业调剂帮扶，提高就
业跟踪服务质量。 徐瑞雅

苏州铜仁双携手，让建档立卡贫困户掌握“一技之长”

狠下细功夫，“技能扶贫”见实效

本报讯 周边区域交通事故发生34起，同比下
降19.05%，环比下降37.03%……近日，吴江区运西
派出所在香漫雅园推进智能识别预警系统运作和常
态道路安全防范宣传工作以来，“一盔一带”专项行
动成效逐步显现。

据了解，该小区前不久被运西派出所确定为
“一盔一带”试点建设样板小区，随后，在小区内建
立“一盔一带”智能识别预警功能，抓拍识别头盔佩
戴和车内安全带系扣情况。同时，在小区出入口设
置非机动车及小区车辆闸机门禁联动功能，实现未
戴头盔的非机动车驾驶人员或者未系保险带驾驶
车辆出行的人员，无法自动开启小区出入口车行闸
机及非机动车门禁功能。在香漫雅园被确定为试
点后，民警和物业通过入户走访、业主群告知以及宣
传点设置等形式推进宣传，提升居民对“一盔一带”
的知晓率和配合度。 （陆洁晴 陆新菲）

吴江区运西派出所

打造“一盔一带”样板小区

本报讯 出租房（群租房）合规化改造7953家，
“三合一”场所整改1571家，“九小”场所整改2732
家……今年以来，张家港市塘桥镇以苏州市挂牌点
位为突破口，将重点攻坚和长效管理相结合，持续
推进“331”专项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居民房火灾
较往年下降33.3%，厂房火灾下降41.7%，整治火灾
隐患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为确保专项行动出成效、保长效、固长效，塘桥
镇坚持宣传发动、政策疏导及服务指导，在全镇范
围内因地制宜建造实体墙隔断、定做100余扇安装
防火门，大力推进“三合一”场所改造，解决居民复
产及居住需要；安装10024个电动自行车充电头，
方便居民出行需要；建立“2＋N”疏导点92个，可容
纳13244人，破解居民租房需要。 （陆洁晴）

张家港塘桥镇

长效推进“331”专项整治

9月16日，苏州高新区通安镇一年一
度的传统民俗活动“轧莲花”如期开幕，吸
引了众多百姓和游客前来祈福，感受当地
民俗文化魅力。通安镇金墅古莲华寺素
有“轧莲花”习俗，每逢农历七月三十，四
方香客云集古莲华寺，晚上家家户户沿墙
角插“久思香”、到莲华寺前的河边放莲花
灯，寄托美好愿望，这一民俗已延续了千
年。 朱丽兵 王 思摄

“凝心聚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系列报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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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全国文明村”常熟市蒋巷村
在读书活动表彰暨首批新时代文明户授牌大
会上，集体表彰了在去年读书活动中表现优
秀的185户家庭，发放超过60万元的奖励。

从2000年到今天，连续20年的读书活
动不仅在村民生活中养成了“书卷气”，更打
造成了“文明村”这块金字招牌，把“农民富了

‘口袋’，还富了‘脑袋’”变成了生动现实。

文明村氤氲书香20年

蒋巷新村一区20号是村民沈彩红家。
走进她家书房，书柜便占了屋内的两面墙，
上面挤满了各种类型的书籍。“这只是其中
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都在儿子家里！”沈彩
红说，村里这二十多年营造的读书环境，不
只是让自己养成了读书记笔记的习惯，更给
儿子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氛围。“小时候带他
出去，如果在书、零食、玩具中只能买一样的
话，他一直是要买书。”

沈彩红是最早一批参加村里组织阅读
活动的村民之一。1997年，蒋巷村响应妇
联创建“学习型家庭”的号召，成立了“妇女
读书会”，组织村内妇女不定期开展读书活
动。“那个时候别说书了，就连报纸都很难订
到！”沈彩红回忆。

进入千禧年，蒋巷村党委书记常德盛
敏锐地意识到，老百姓不仅要富“口袋”还
要富“脑袋”。“人们常说要想富，先修路。
可是思想的路不通，脚下的路也走不好。”
常德盛认为，“过去我们学习就是开大会，
听广播喇叭，现在农民学习的途径多了，网
络、电视家家有。但我们觉得，要提高农民
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必须提
倡读书。”

这一年8月，蒋巷村经过前期调研，在
原先“妇女读书会”的基础上，鼓励全村村民
每天拿出1-2个小时读书看报记笔记，并对

读书优秀的家庭进行奖励。此外，村里还出
钱为每个家庭订阅了“五报一刊”，并专门送
上一个书橱，还有四五十本图书。

现如今，村民蒋振华家还用着当年村里
送的米黄色木质书架。虽然是一名数学老
师，但他的书架上除了教辅书外，最多的是
小说名著、诗歌散文等书籍。书柜前的桌子
上，还放着最近几期的“五报一刊”和一本红
棕色笔记本，上面工整地记录着蒋振华今年
以来学习垃圾分类、红色经典、读书心得等
内容。“20年来，读书记笔记已成我们家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
下一代。”蒋振华连续多年在村里的读书活
动中获得一等奖，还被授予过“苏州市学习
之星”。目前，全村读书受表彰率已经达到
96%。读书已经成为蒋巷村所有村民生活
的一部分。

巧办法激励村民读书

走进蒋巷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跟上万
册图书摆在一起的还有这20年间，村委会
收上来的超过3000本的读书笔记。每年不
断增长的笔记本彰显着村民们读书兴趣的
不断高涨。

在读书活动刚刚启动时，即便是建立了
奖励机制，但是蒋巷村192户家庭的读书笔
记收取率只有65%。很多村民认为平时工
作已经很累，写读书笔记纯属浪费时间，而
且并不相信读书会有奖励，所以当时有些家
庭忘了写，有的家庭不会写，甚至有部分家
庭连笔记本都找不到。

直到2001年，蒋振华拿到当年的一等
奖，把21寸的大彩电搬回家，村民们开始意
识到：读书不仅可以长见识，而且真的有奖
励。大家纷纷参与进来，平时还会到村里办
的“读书学习交流协会”上，交流自己的想
法，共同学习成长。

“读书记笔记不仅是一个学习成果的总
结，更是一个和村里沟通的渠道。”蒋振华清
晰记得，2010年在读书笔记中向村里提出：
房子前后都是绿化带影响汽车进出，能否对
绿化带进行合理化改造。“常书记当时在旁
边写到‘村委会与村民小组进行讨论’。”蒋
振华说，“没多久，村里便将部分房子后的绿
化带恢复成道路。”

蒋巷村还把读书与文明创建做了嫁
接。“考虑到蒋巷实行社区股份制分红，家家
年底领股金，村委会决定把‘拿奖励’和‘讲
文明’结合起来，以奖代罚，提高全村村民的
文明素质。”蒋巷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主任
蒋玉英说。

翻开最新修订的《蒋巷村村规民约奖惩
制度》，其中明确写道：“……认真参与全村
系列文明创评活动和村民读书学习竞赛，并
联系思想实际书写学习心得，学以致用、付
诸行动。”在蒋巷村，读书活动的评比与家庭
的现实表现紧密结合起来，同村规民约的各
项规定紧密结合起来，将家庭的实际表现情
况与遵守村规民约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如
果家庭中存在违反村规民约的现象，或者写
的与做的严重不符，读书笔记写得再好也不
能得奖。

20年的坚持读书，也正是蒋巷村文明
创建的20年历程。如今，蒋巷村在读书笔
记收取率达到100%的同时，也实现了全村

“文明户”创建全覆盖。

书卷气让文明不请自来

最近，蒋巷村村民干成了一件很骄傲的
事情：苏州全域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后，蒋巷村在一周内实现了村民自觉分类投
放垃圾。

“一开始村里还会给我们送一些垃圾袋
作为小奖品，但没过几天，我们就主动跟他

们说‘省下这笔开支吧，我们自己会把垃圾
分好的！’”49岁的村民丁文霞说，虽然还有
少部分村民分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大家在想
法上都十分赞同“垃圾分类投放”的理念。

“村民能迅速接受新观念正是得益于长
期不断地读书学习。”常德盛认为，20年的
读书活动不仅使村民树立了终身学习的理
念，更在一定程度上让大家有了更强的奉献
意识和主人翁精神。

73岁的王卫忠是土生土长的蒋巷人，
干了半辈子的油漆工。“小的时候上过两三
年学，也只认识些字，但这些年的读书看报
让我明白做人要有诚信。”王卫忠回忆，常书
记在6年前拜托自己在欧洲代表团来之前，
把村内200幢别墅重新粉刷一遍。“这么大
的工程量，一个人在十天内是绝对不可能
的！”但王卫忠也清楚在这么短时间内组建
一支工程队可能性很小。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王卫忠打电话给
以前合作过的工友。半天下来，他硬生生
的拉起一支30人的油漆工队伍，并在10天
内完成全部别墅的粉刷。以前的工友纷纷
觉得，“以前老王从没有拖欠过工人工资，
就冲这一点，只要他开口的事情我们就应
该过来帮忙！”

在蒋巷村，“我为人人，人人不必为我”
正成为一种常态。沈彩红连续12年资助贵
州思南县大坝场中学的姐弟俩，直到姐姐朴
芳找到高中外语教师工作、弟弟朴园去清华
大学读博为止；即便是一家人都靠张春一人
上班的工资支撑着，他仍从2000年开始资
助素不相识的黄珂父子超过一万元；平佳像
亲姐姐般帮助着远在铜仁的贫困学生白玉
霞，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为她创造一个美好童
年……

20年的书香氤氲，让新时代蒋巷村的
文明之风徐徐吹过。

本报记者 韩 雷

常熟市蒋巷村连续20年举办家庭读书学习活动

看“全国文明村”这样涵养“书卷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