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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临近，姑苏区吴门桥街道四季晶华社区墨白书画社成员忙着写春联、福字，并专程将这些飘着阵阵
墨香、饱含浓浓年味、蕴藏美好祝福的春联、福字送给辖区公交车司机、邮递员、快递员、医院核酸检验员、交警等
一线工作人员，祝他们牛年幸福。 张停停 摄

写春联送祝福

本报讯（柳思慧）日前，苏州工
业园区娄葑街道联合苏州工业园区民
进基层委员会开展“翰墨传情·春联万
家”活动。现场，来自园区民进基层委
员会的9名书法家泼墨挥毫，为辖区
居民送上寓意吉祥的对联，传递新年
的美好祝福。

据悉，本次活动是苏州工业园区民
进基层委员会回报社会、服务社会的系
列活动之一，旨在利用传统文化的独特
优势，以墨香传递关怀，以春联凝聚民
心，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当天，
围绕新形势下统战工作思路等主题，来
自苏州工业园区宣传和统战部以及娄
葑街道党工委的与会代表展开交流探

讨。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各方将进一步
加强联系，将统战系统交流合作推向新
高度。

近年来，娄葑街道充分发挥大统
战工作格局效能，紧扣凝聚人心为根
本、突出思想政治引领为主线，与民主
党派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民营经
济人士等密切联系，主动统筹协调，积
极整合资源，为街道社会治理、民生服
务、营商环境等工作贡献统战力量。
相关负责人介绍，娄葑街道未来将把
握统战工作特点，创新统战工作模式，
更大力度推动与民主党派等的联动，
培植街道统战工作典型，提升统战工
作建设水平。

园区娄葑街道
翰墨传情春联万家

本报讯（朱 刚）为扎实做好冬季
火灾防控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各类火
灾事故的发生。近日，吴中区甪直镇

“331”专班深入甫港村老年公寓为100
余名老人讲解消防知识、查找身边火灾
隐患，为独居老人撑起保护伞。

“大爷您好，我们是镇‘331’专班
的工作人员，最近天气寒冷，用火用电
用气用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家中
没人的时候要记得关闭电源，线路插座
要经常检查，使用煤炉时一定要保持通
风。”“331”专班人员深入独居老人家
中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老人们耐心讲
解了如何预防家庭火灾，如何使用身边

的灭火器材以及如何进行逃生自救等
消防安全知识等。同时就老人家中电
器线路是否老化，液化气瓶二维码信息
是否有效，软管是否规范标准、是否老
化，可燃杂物有无堆垛等进行了检查。

通过深入的宣传，使老人们对火灾
的预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老人们也
纷纷表示“331”专班人员的耐心讲解
让自己懂得了如何安全用气、哪些方面
因素会引发火灾等，在今后的生活中一
定会更加注意消防安全。下一步，该镇

“331”专班将会继续关注独居老人的
居住环境，尽力帮助老人们查找、消除
身边的火灾隐患。

吴中甪直镇
帮扶弱势群体查找火灾隐患

本报讯（俞双戊）临近春节，常熟
多地推出务实举措，加大疫情防控和消
防安全的宣传力度，确保辖区百姓过一
个安全年。

常熟高新区（东南街道）聚焦重点
领域、重点部位，突出问题导向，着力补
齐短板。东南街道“331”专班及东南
派出所结合当前火灾防控及疫情防控
特点和需求，充分发挥“网格”与“警格”
叠加优势，发动村（社区）网格员、社区
警务室警辅等基层力量深入出租房（群
租房）、“9+1”场所开展上门入户宣传，
常态化落实“早查+夜查”工作机制，扎
实做好消防及疫情防控工作。此外，常
熟高新区（东南街道）将持续深入开展
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高层建筑违规使
用液化气钢瓶、淘宝经营户违规设置仓
库等专项治理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

行为。
沙家浜镇提出，要让“留沙过年”

的外地人员“住之安心”“食之放心”
“行之顺心”。围绕“住之安心”，该镇
“331”专班积极行动，对出租房屋和
企业集宿进行拉网式排查，扫清安全
隐患。围绕“食之放心”，“331”专班
联合多部门对“小餐饮”场所消防安全
和食品安全开展“回头看”行动，严格
对照“9个必须”任务清单、履职清单、
追责清单及“小餐饮”场所附加标准开
展督导，对标找差落实“小餐饮”消防
安全管理。围绕“行之顺心”，“331”
专班联手沙家浜旅游度假区开展消防
安全培训，通过学习理论知识与实践
演练，提高景区工作人员对消防安全
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和处理能力，保
障自身及游客的生命安全。

常熟多地
细致举措安全迎新春

本报讯（记者 范昕怡）近日，苏
州成立知识产权运营协会，汇聚产、学、
研、企、服、金等资源，以知识产权为纽
带，以协同运用为基础，搭建起知识产
权运营工作平台，进一步实现知识产权
价值最大化。

该协会由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苏州市知识产权局）支持指导，西交利
物浦大学作为理事长单位发起设立。
成立后，将致力于成为政府引导、市场
驱动、生态融合的新型知识产权运营平
台，立足苏州、辐射长三角，打通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
打造知识产权跨领域创新合作生态，促
进高价值知识产权的培育与转化。

当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对知
识产权服务专业化需求不断提升，该协
会将破解知识产权运营的难点和痛点，

聚焦人才培养，强化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保护、管理、服务和国际化人才培
育，推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聚焦载体建设，孵化培育创新型专利运
营机构，助力创新创业提质升级；聚焦
社会服务，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
术在知识产权运营各场景的应用，促进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标准化、精准化、智
能化，共同描绘长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创
新生态新蓝图。

接下来，知识产权运营协会将推进
“三个一”工程，即搭建一站式运营服务
矩阵、推出一系列一分钟专利短视频、
打造一个面向创业企业的低成本专利
池。通过专业化、品牌化、生态化发展
路径，打造知识产权运营生态圈，使知
识产权生态化运营更好地服务苏州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苏州成立知识产权运营协会

本报讯（沈 洁） 1月26日下午，
太仓市浮桥镇丁泾村王大爷来到该镇
为民服务中心咨询，前一天收到儿子医
疗保险扣款未成功的短信，想咨询该怎
么补缴。工作人员告知1月26日是本
月最后一次扣款，下午三点之前需把钱
存入扣款账户，医保才能正常扣款，确
保医保卡的正常使用。

得知情况后，王大爷十分着急，请
求工作人员帮忙补缴。工作人员经询
问了解到，王大爷儿子是精神二级障
碍的残疾人员，并患有疾病，需长期医
院就医，若医保卡停用，所有医疗费用
将全部自费。由于王大爷来的时候已
经是下午两点了，三点前至农村商业
银行存钱时间不够。工作人员询问王
大爷是否愿意提供银行卡账号，由其
联系浮桥农村商业银行附近的朋友通

过银行自助机进行无卡存款帮忙代为
缴款。王大爷表示同意，顺利办完了
补缴手续。三点后，医疗保险顺利完
成扣款。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事，浮桥镇为
民服务中心自成立以来，整合基层公共
服务职责，设立民生综合窗口，融合社
保、民政、残联、卫计等相关业务，实现

“一窗式”办理。同时，24小时自助服务
区新增社保卡中型全自助即时制卡终
端系统设备，群众可现场办理领取社保
卡，将原30个工作日的办理时间缩短为
1天，为办卡群众节省大量时间。村、社
区陆续新增政务服务综合自助机，方便
群众就近查询办理。接下来，中心网上
预约取号功能即将开通，届时群众可通
过太E办大厅业务预约办理功能，切实
增强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太仓浮桥镇
为民服务暖心零距离

新春走基层

□ 宗志鹏

“同学们，写‘光’这个字时，注
意要有顿笔，再这样轻轻提上去，让
笔画形成回锋，字才有筋骨……”2
月3日上午10点，张家港锦丰镇书
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妇女儿童之
家”，数十名孩子围在合兴小学书法
老师孙栋梁身边，探着小脑袋认真
学习书写毛笔字的要领。在这个暖
心冬令营里，这样的特色课程还有
很多。

看到这些孩子们能在这里踏实
学习，书院社区党支部书记翟卫华
很是欣慰。“这些孩子都是今年留
张家港过年员工的孩子，放了寒假
孩子一个人在家不安全，家长工作
也难以安心。”翟卫华说，书院社区
了解情况后，便购置防疫物资、设
置相关主题活动和课程、招募志愿
者，全力为孩子创造着安全温暖的

“第二个家”，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
后顾之忧。

“我尤其喜欢这里的书法课，看
到自己的字越写越好，我很有成就
感。”一年级的骆梓暄说：“我爸爸妈
妈工作都很忙，每天一大早就去上

班了，很晚才能回来，我一个人在家
感觉很孤单。但在这里，我认识了
很多新的朋友，大家在一起玩，我觉
得很开心。”

和她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来自
安徽滁州的刘诗文。“虽然今年不能
回老家过年，但我觉得在社区也很有
意思，学到了很多平常在学校里学不
到的知识。前几天，我们学习了剪
纸，我剪的小动物还受到了老师的表
扬呢。”刘诗文说，她会好好练习剪
纸，争取明年回家时，将自己的剪纸
作品作为礼物送给爷爷奶奶。

“能帮助这部分留张家港过年的
新市民解决孩子无人照看的问题，也
是解决了企业的一桩心事。我们还
为这些员工发放了专项补助、新年大
礼包，并免除2月份宿舍的电费。”江
苏永联精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办公
室主任方霞萍说，今年，公司175名
外地员工一大半都留在张家港过年，
考虑到放寒假在家的孩子无人照看，
公司找到书院社区寻求“全托”服
务。在公司的资金支持下，书院社区
主动链接各类社会文化教育和志愿
者资源，推出暖心冬令营志愿服务项
目，为社区内“留守”在家的孩子们提

供特色文化课程。
娃娃们有了好去处，家长心中

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这回，社区
可真是帮了咱们大忙。”说起暖心冬
令营，来自河南的家长乔柯连连点
赞。“这段时间，我们夫妻俩工作都
很忙，孩子放假在家没人照顾陪伴，
就只能看电视、玩手机打发时间，我
们看在眼里，却拿不出好办法。现
在孩子在社区，不仅每天按时完成
作业，还学了新技能，交了新朋友，
性格也开朗了不少。”

暖心冬令营一开班，从辽宁到
张家港务工的陈微就立刻为儿子报
了名。“志愿者老师会把孩子们的照
片和视频发到家长群，看到孩子吃
得、住得都很好，我们打心眼感谢社
区工作人员、志愿者。”陈微感激地
说，“大家的帮助让我们这些外来的
打工者觉得这个春节变得特别温
暖，我也要申请成为一名志愿者，尽
可能为大家做些事情。”

跟着老师学习书法、绘画、剪纸、
礼仪；听社区干部讲“红色故事”、学

“四史”；跟着志愿者学习整理书包、
扎辫子、穿衣服，锻炼自己的生活自
理能力……经过精心筹备，1月25

日，暖心冬令营正式开班，25名小学
生三五成群来到党群服务中心报到，
丰富多彩的活动、趣味横生的课程，
让孩子彻底爱上了这个特别的课堂，
放学都不舍得离开。

“目前，社区上午、下午各安排3
名志愿者到岗，负责秩序维护、疫情
防控、环境卫生等工作，保障冬令营
顺利开展。”书院社区志愿服务队负
责人徐薇介绍。一批大学生和高中
生志愿者也加入进来，发挥专业特
长为孩子们提供作业辅导。

来自盐城的高二学生何莹莹是
其中之一。“其实我和这些弟弟妹妹
的情况一样，今年将留在张家港过
年，所以我特别理解他们想家的心
情，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帮助到他们。”何莹莹真诚地
说。尽管相处时间还不长，但孩子
们特别喜欢和信任她这个小姐姐，
这次经历让她真切地体会到帮助别
人是这么快乐。

转眼到了下午4点半，当天的
课程接近尾声，但教室里愉悦的气
氛却更加浓郁，孩子、家长、志愿者
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幸福的笑容。
暖流，在每个人心里涌动。

暖心冬令营，暖了新市民

□ 徐瑞雅

“祝贺老板娘！倷蛮结棍，连人
民日报的官微都点赞了，这里要变

‘网红店’了！”从邻居那里知道消息
后，老顾客陈祥林便骑着电瓶车，熟
门熟路来到杨秀兰的理发店，不光
用嘴夸，还竖起大拇指，引得在场的
老人们七嘴八舌掺和进来。这间
20平方米左右的小店一下子就热
闹起来了。

“老板娘从来不主动收费，熟客
都是主动掏5元钱，放在桌子上，打
招呼后离开。”贾春花就住在理发店
附近，也是店里的常客。她说，“她
手艺又好又快，价格也实惠，我们祖
孙三代都在这边理发，我还介绍很
多亲戚朋友过来，有的人找不到，我
就亲自带路。”

杨秀兰的店确实不太好找。在
相城高新区一条名叫古巷里的窄巷
子中，“便民理发”的招牌毫不起眼，
甚至导航软件也查不到。记者在古
巷社区工作人员带领下，才成功找
到这里。透过玻璃门，只见杨秀兰
正为一名老人理发，不大的店里还
有几名老人在等候。

摆好凳子，扶老人坐在洗头池
边，拧开花洒，冲淋、涂洗发水、洗
净、擦拭……杨秀兰动作十分利
落，洗头只要两三分钟。把老人扶
到镜子前坐好后，她先将毛巾掖
好，再铺一层围布，就开始剪发
了。剪刀、电推子、梳子、剃刀等工
具齐上阵，大约十分钟后，就能完

成所有工序。
杨秀兰的“快手脚”，只为让顾

客少等一会儿。“来店里理发的常是
老人，还有少部分上班族、工地打工
者，他们有人急着上班，有人急着买
菜，有人急着接小孩，手脚慢不得。”
她边理发边和记者搭话。

麻利并不意味着马虎。同样住
在附近的陈盘英，十几年来都是在
杨秀兰的店里理发，对于她的手艺，
陈盘英一直赞不绝口。“熟悉的人都
知道，有的顾客搬迁到了北桥、园
区，没事的时候还是会专门来找她
理发，再唠唠家常。”

“她不容易的，开5元理发店22
年不涨价，残障人士、低保户来理
发，一律不收钱，这份善心令人敬
佩。”聊起杨秀兰的理发店，陈祥林
不仅如数家珍，还说自己是她的忠
实“粉丝”，“我现在都不大来了，因
为生意太好了，看这排队的人，至少
要等1个小时。”

别看顾客盈门，杨秀兰其实是
“半路出家”。1987年，杨秀兰从老
家盐城大丰嫁到苏州，先后在棉织
厂、电池厂、钣金厂工作，做过立织
工、漂染工、组装工等。1998年下
岗后，因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低，她
在工厂、饭店找工作屡屡碰壁。为
了养家糊口，30多岁的杨秀兰选择
从“头”学起，半年后，开了属于自
己的理发店。店铺虽因拆迁几次
易址，但理发这门活计，她一干就是
22年。

最早的时候，杨秀兰理发只要2

元，后来涨到5元，就再也没涨过。
“物价在涨，房租在涨，除去成本开
销，即便每天有20个人来理发，也
才挣100元。”老邻居倪爱萍说，包
括自己在内，很多老顾客都劝杨秀
兰涨价，但都被她拒绝了，“有时候
我们多给，她看到是要追出来的，就
是不肯多收一分钱。”

事实上，杨秀兰的家庭并不富
裕，丈夫还患有糖尿病，不能做重
活，夫妻俩还要照顾双方老人。结
婚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都靠借
钱过日子。“受家庭影响，我觉得
做人一定要有善心，要做好事。”
杨秀兰说，正是因为自己不涨价，
还在空闲的时候帮助周边店铺做
清洁，房东对她很是照顾，近年来
没加过租金。

不仅不涨钱，杨秀兰还送服务
上门。62岁的卢长珍就住在理发店
隔壁，因为眼睛不好，很多事都是杨
秀兰帮着做。“我老伴经常要去外地
工作，她就帮我提水、买药、打针，隔
几天没见，准要跑到家里瞧瞧，怕我
出意外。”卢长珍说，杨秀兰就是这
样热心肠的一个人。

卢长珍的所言所感，古巷社区
党支部书记滕月琴感同身受。“疫情
发生后，住在本社区或周边社区过
渡房的老人们不便出门，杨秀兰主
动找社区商量，想为老人们提供上
门服务。”准备工作做足后，杨秀兰
就提着工具上门了，且不收一分
钱。滕月琴感叹，“有了这样正能量
的居民，社区也添了不少光彩。”

对于大家的夸赞，杨秀兰总是
爽朗一笑：“苏州发展很快，现在到
处是高楼大厦，物价也不低，但不少
老人收入少，吃穿用非常省钱，他们
正需要像我这样的理发店。至于赚
不赚钱，没考虑太多，有事做、开心
最重要。”

在苏州打拼的这些年，杨秀兰
既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快速发展，也
成为苏州的一分子——几年前，夫
妻俩打工时购买的两间员工宿舍拆
迁后，再添点钱，在苏州买了房，如
今就住在万泾花园。儿子大学毕业
后也有了稳定工作，组建了自己的
小家庭。

今年杨秀兰已经 56 岁了，便
民理发 22年，她依然非常享受理
发带来的乐趣。“这份工作虽然普
通，但我很高兴跟乡邻们打交道，
他们也很信任我。”说着，杨秀兰
指了指挂在墙上的一面锦旗，这
正是社区居民送的，写着“良心理
发 热心为民”八个字。她还拿出
一本精致的挂历和几副大红春
联，这是社区工作人员送她的新
年礼物。

随着年味渐浓，来杨秀兰店里
理发的顾客很多，这让她连置办年
货的时间都抽不出来。“按照惯例，
得等到临近年三十手上的活才能
少，那时再去买点年货吧，买些家人
爱吃的东西。”谈及未来的愿望，杨
秀兰笑脸盈盈，露出浅浅的酒窝：

“只要店面还在，只要我还能动，就
会继续干下去。”

5元理发店，一开就是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