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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阮欣悦）近
日，由市民政局主办、市社会组
织和社会工作促进会承办的昆
山市首届“最美社工”评选活动
正式启动。即日起至2月 26
日，凡是符合条件的个人，均可
通过相关途径报名参加评选。

据悉，昆山市首届“最美社
工”评选活动将评选出“最美社
工”5名、“最美社工”提名奖5
名。参加评选的人员需持有全
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
在我市从事社会工作连续3年
以上且仍在从事社会工作的人
才。评选范围为在社会福利、
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建
设、婚姻家庭、精神卫生、残障
康复、教育辅导、就业援助、职
工帮扶、犯罪预防、禁毒戒毒、
矫治帮教、人口计生、纠纷调
解、应急处置等服务领域直接
提供服务的社会工作者，特别
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重大
突发事件中表现突出的社会工
作者。

本次评选活动采用个人自

荐、单位（所在单位、服务单位）
推荐等方式，有意愿参加评选
者，可进入“昆山民政”微信公
众平台，扫描相关二维码下载
表格，完成填写后，发送至邮箱
853657763@qq.com. 活动组
织方将在3月10日前进行材
料初审，并向公安、信用管理等
部门征询意见，无异议后公示
10名候选人名单。3月17日
之前在“昆山民政”微信公众平
台进行网络投票，3月18日进
行候选人集中展示，并由相关
领域专家进行打分和终审，公
布获选者名单。

据了解，自2011年我市引
入第一家专业社工机构以来，
目前已有20余家专业社工机
构、1538名持证社工，并涌现
出一批优 秀 的 社 工 人 才 。
2017年，昆山市爱德社会组织
培育中心徐晶入选江苏省第一
届“最美社工”。今年，昆山市
心源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殷
以荔入选江苏省第二届“最美
社工”。

首届“最美社工”
评选活动开启

本报讯（记者 巫晓亮）昨天，市
交通部门及教育部门联合为部分出
行不便的学生送上一份贴心的“开学
礼”——全市首条服务学生出行的定
制公交线路正式发车。这条由八字
桥开往南星渎中学的定制专车，定时
定点发车，为沿途学生提供点对点接
送服务，实现了这些学生“从家门口
直达校门口”的出行愿望。当日上
午，该定制公交发班3趟次，运送学

生107名。
家住海峰公寓停靠点附近的胡

思宇就读于南星渎中学，得知该定制
线路开通的消息后，马上预定了一个
名额。记者了解到，该线路只接送南
星渎中学学生，共设置八字桥、海峰
公寓、萧林路水秀路、罗马假日、山淞
路美丰路（南星渎中学）等站点。胡
思宇说，上学期他乘坐公交车上学，
单程花费约1.5个小时，现在改乘定

制公交，只需40分钟。
定制公交是我市交通部门扩大

服务市民出行覆盖面的有益探索，是
一种为有相近出行需求市民量身定制
的公共交通服务方式，具有“定人、定
点、定时、定价、定车”的特点。定制公
交不仅可以提高交通工具的使用效
率，且运营模式灵活，可避让拥堵路段
及拥堵时段，有利于缓解高峰期城市
道路交通压力，更好地满足市民多层

次、多样化、高品质的出行需求。
据了解，开通定制公交的业务流

程及运营模式并不复杂，有需要的单
位、企业甚至个人都可提出定制请求，
相关部门将视情况拟定通勤班车、校
园班车、节日专线、高铁专线、机场专
线、返岗包车等类型公交线路，并公开
向社会招募同线路出行者，一旦招募
人数满足线路开行需求，即生成线路
并提示相关用户购票乘车。

我市公交车开启“定制模式”

首条服务学生出行公交线路发车

本报讯（记者 丁 燕）昨天，是新
学期开学第一天。我市34万名学生
告别寒假，开启新一轮学习生活。开
学首日，不少学校以幸运特权、惊喜
奖励的方式，为广大学生精心准备了
特殊“开学礼”。

“新学期快乐！”当天早上7点多，
一中心小学的部分老师及志愿者在
校门口迎接每一名学生的到来，并给
他们送上印有“学业进步”的新学期

“红包”，里面装有一张牛年心愿卡
片。“主要是想鼓励学生写下自己的
新学期愿望，做‘勤学善思的拓荒牛、
乐于奉献的孺子牛、脚踏实地的老黄
牛’，在各方面都取得更大的进步，争
取‘牛年做牛娃’。”一中心小学相关
负责人说。

接过“红包”，学生们有序进入校
园，认真思考后在卡片上郑重写下自
己的心愿：新学期我要努力学习，争
当“三好学生”；这学期，希望自己再
细心一点、认真一点，争取更大的进
步……一句句质朴的话语，被贴上心
愿墙。

小学生用文字书写心愿，幼儿园
的萌娃则用绘画的方式，画心愿、存
梦想，许下与梦想一起快乐成长的心
愿。“我画的是站在滑板车上指挥交
通的警察。我以后要发明这样的滑
板，让警察不用那么辛苦地跑来跑
去。”机关幼儿园中（3）班的一名小
朋友认真地向班主任描述着自己创
作的心愿作品，随后将画作装进了

“红包”，挂在学校的心愿树上。在千

灯镇翠湖湾幼儿园，3个身穿玩偶服
饰的老师化身福气派送员，一边热情
地与久别重逢的孩子们挥手打招呼，
一边让孩子们在福篮里抽取“红包”，
获得开学小惊喜。“这些‘红包’都是
老师亲手设计制作的，里面装了不同
类型的兑换卡，有升旗仪式兑换卡、
糖果兑换卡、贴纸兑换卡等，主要是
以奖励的方式，增强开学的仪式感跟

喜悦感。”该园园长蒋青青介绍。
新学期开学，不少孩子收到了学

校精心准备的特殊“开学礼”，除了有
老师满满的祝福，还有各式各样的幸
运特权和惊喜奖励。收到牛年花样
祝福的孩子们满心欢喜，幸福之情溢
于言表。

为了营造轻松快乐的开学氛围，
让孩子们返校如回家一般亲切，我市

不少学校还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孩子
的特点重新布置了环境。同时，各学
校还对食品卫生、校园安保、消防安
全等各项安全保障工作进行了全面
排查，常态化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的同时，严格做好教职工及全体学生
的健康信息排查，并对进出校园人员
实行体温监测及相关登记工作，确保
新学期开学各项工作平稳有序。

我市34万名学生昨日开学

特殊“开学礼”开启新学期

夜幕降临，喧嚣的城市渐渐安
静下来，大渔湾湖畔清风徐来，霓虹
闪烁，在夜空下尽情展示自己的绰
约风姿。漫步大渔湾湖滨风情商业
街区，大渔海棠、可瑞芙、Jims'Bar、
昆厨等餐饮店的玻璃门窗中映射
出温暖的灯光，美味的食物和美丽
的心情在这里融合。大渔湾地处
杜克智谷小镇核心商业位置，以高
标准业态定位，打造高品质的精品
商业，通过近年来的培育，大渔湾
的餐饮业日渐繁荣，让人津津乐
道。

作为昆山夜经济的璀璨明珠，大
渔湾有着许多让人垂涎的美食和值
得打卡的美食网红地，大渔海棠就是
其中一家。近日，当记者在傍晚时分

走进这家餐厅时，大厅里已经有很多
客人在有序等位了，生意红火可见一
斑。餐厅中，几乎每桌客人都会点同
一道菜品，也是大渔海棠的招牌菜
——皇帝炒饭。这道菜有故事、有名
气，味道也是一绝，它出自主厨沈南
之手。沈南是周星驰电影《食神》中
人物原型戴龙先生的徒弟，他将《食
神》中的皇帝炒饭带到大渔海棠，很
多客人因此慕名而来。记者看到，新
鲜出炉的皇帝炒饭被精心摆盘成一
朵梅花的形状，金黄喷香的米饭上覆
盖着一粒粒晶莹剔透的鱼籽，光看外
观就让人食欲大增。沈南介绍，皇帝
炒饭的食材十分考究，鸡蛋是农家土
鸡三天内产的新鲜鸡蛋，水选用矿泉
水，加上泰国的香米、法国的鱼籽、新

加坡的酱料，以及厨师独门的烹饪手
艺，才造就了这一经典招牌菜式，推
出以来深受食客的欢迎。前厅经理
王丽芳介绍，大渔海棠主营粤菜、本
邦菜、港式菜品及点心，菜品丰富，价
格适宜，自2018年12月开业以来，
人气日益旺盛。特别是去年，大渔湾
通过夜经济、周年庆、渔湾集市、央视
新闻客户端直播等新潮、有趣、创意
的活动，吸引了更多人气，营造了更
好的商业氛围。即便在疫情影响下，
当前的营业额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约8%。

和大渔海棠一街之隔的可瑞芙，
算得上是昆山首家派对主题餐厅，它
通过准确的客户定位、清晰的市场分
析、核心产品的精心打造，已经成为

大渔湾的新晋网红店。可瑞芙前厅
经理孟庆全介绍，可瑞芙聘请了专业
的策划师为客户进行私人定制，每场
活动还配备了摄影师、主持人及暖场
表演，保证活动的氛围和效果完美呈
现。热闹的派对自然离不开可口的
美食助兴，可瑞芙设有中西厨房，经
常研发新菜品，保证新品上架的频率
和品质，泰式菠萝炒饭、西式迷迭香
烤鸡、椒盐虾、西芹炒腰果等都是可
瑞芙的经典菜式，可以让客人体验中
西餐饮的双重享受，满足不同年龄层
次客户的口味需求。

欣赏美丽的湖滨美景，享受创意
满满的餐厅美食，魅力大渔湾，引领
新“食尚”。

（记者 张 欢）

大渔湾湖滨风情商业街区——

魅力“港湾”孕育新“食尚”

本报讯（记者 张 欢）日
前，由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
办、百道网承办的“新时代杯中
国书店年度致敬”活动评选结
果出炉，我市玉山书房大渔湾
店在全国185家参选书店中脱
颖而出，获得“年度最美书店”
奖项。

玉山书 房 大 渔湾 店于
2020年8月18日开业，是昆山
新华书店与昆山城投集团合作

共建项目，也是昆山新华书店
探索“文化+”的一次全新尝
试。该店分上、下两层，面积约
600平方米，共分公共区、社交
休闲、商务研讨三大类型空间，
实现现代简约风格和昆山特色
文化相融合，书籍、文创、茶饮、
沙龙等多元业态相融合的模
式，打造小而美、兼具文化氛围
和人文气息的阅读空间，彰显
了独一无二的“玉山气质”。

“玉山气质”压群芳
玉山书房大渔湾店获评全国“年度最美书店”

▲培本实验小学的孩子认真上课。
▶翠湖湾幼儿园的老师扮成人偶给孩子发“红包”。

记者 陆 恒 黄春宇 摄

◀上接Ａ1版 各派出单位要
对援外干部人才加倍关心，切
实解决后顾之忧；要深入总结
我市援外工作的丰富实践，大
力宣传援外干部人才先进典
型、代表性项目，充分营造全社
会关心支持、各方积极参与的
良好氛围。

陈丽艳指出，新的一年，
援外干部人才要深入贯彻落

实上级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援
外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坚持讲
政治、顾大局，讲奉献、重实
干，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产业梯度转移与助力昆山转
型紧密结合，高质量完成各项
援外任务，以实际行动和过硬
成果奋力谱写昆山援外工作
新篇章。

扛起责任担当服务国家战略
推动协同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昆山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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