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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店：咖喱·咖喱
招牌：咖喱猪排饭
推荐理由：这家店的咖喱饭颜值

颇高，口味独特，更有瑞士咖喱、黄
咖喱、红咖喱和青咖喱这4种咖喱口
味供食客选择。

小记体验：坐在这家咖喱·咖喱
店里，吃着这盆咖喱猪排饭，嘴里不
由自主地哼唱起了《咖喱咖喱》这首
网络流行歌曲。

生 活 除 了
诗和远方，当
然 更 要 有 美
食。近日，小
记与朋友外出
觅 食 时 ，“ 邂
逅”了这家咖
喱·咖喱小店，

吃过之后，便被其
独到的口味所“俘

虏”。
店主是一位年轻时尚

的女士，名叫王菲。她向
小记推荐了店里的招牌特

色——咖喱猪排饭。点单后，店员首
先端上来一杯水和一份蔬菜沙拉，大
约过了5分钟，小记点的咖喱猪排饭
也被端上桌。

黄色的咖喱、金黄色的猪排和白
色的米饭被装在一个盘子中，外形上
甚是好看。小记拿起勺子，先将米饭
和咖喱拌在一起，舀起一勺送进嘴
里，浓香的咖喱味混着米饭香，口味
很赞。

店主王菲告诉小记，他们店里使
用的咖喱是由秘制的多种香料现场炒
制的，绝对不是成品的咖喱块。黄色
的咖喱中还会加入牛奶，用它来拌
饭，咖喱味中更添了丝滑的奶味。

“这种黄咖喱是我们店里的招牌，
非常符合盛泽本地人的口味，因此点的
人也最多。”王菲介绍说，除了黄咖
喱，店里还有3种咖喱口味，分别是添
加了巧克力的瑞士咖喱、添加了辣椒的
红咖喱以及添加了青柠皮的青咖喱。她
说，瑞士咖喱带有甜味，红咖喱适合喜
欢辣味的人，而青咖喱则带有酸辣味。

小店故事：这家店由王菲与丈夫桑
果一起经营打理，开设于今年9月底。
虽然开店时间不长，却受到不少年轻人
的关注和喜爱。王菲是一个92年的妹
子，今年27岁，非常时尚，也很有主

见。她原本的职业是教师，生完孩子
后，萌生了想自己开店的想法，并得到
了丈夫的支持。目前夫妻两人一起经营
这家小店，丈夫在厨房忙碌，妻子则负
责收银，其乐融融。

问及为何会开一家咖喱美食店，王
菲说，他们夫妻曾在吴江光顾过以咖喱
为主题的餐厅，于是向他们学习，并加
盟该品牌，将店开到了盛泽。小记在店
里看到，中午前来点餐的人络绎不绝，
且以年轻的90后为主。

“每天能卖出100多份饭，为了保证
食材新鲜，当日所有食材卖完后，我们
就结束营业了。”王菲说，目前店内提供
中餐和晚餐，每日营业至晚上8点多。

（陈静）
价格：25元/份
地址：盛泽镇利国路109号

咖喱+牛奶 演绎别样滋味

“小陈，你把这次汽车配件的
进货单再发我确认下……”“李先
生，您好，您车子启动时车身抖动
的问题，我们技术人员已经在检测
了……”走进南麻欧亚汽车维修有
限公司，记者终于见到了在汽车维
修领域坚守了24年的郁建豪。

从汽车修理车间的一位普通修
理工到汽车综合修理厂的管理者，
郁建豪用24年的时间苦心钻研，
用匠人的赤诚情怀，倾注心血。

“用心修好每一辆车，用爱服务每
一位车主。这是我的口头禅，也是
赢得客户尊重与信赖的‘秘籍’。”
郁建豪说。

扎好马步 学好本领

“要在汽车维修领域站稳脚跟”

从1994年开始接触汽车维修
行业，郁建豪掰着手指算了下足足
有24个年头。“我是被姨父带进汽
车维修车间的，姨父是个修车师
傅，也是我的启蒙老师。”郁建豪
告诉记者，自己刚从学校出来，对
未来很迷惘，抱着尝试的心态入了
这行。

还没来得及对自己的人生进行
规划，郁建豪就拉开了事业的序
幕。“这车身怎么凹陷得这么严
重？”“这汽车零件的工作原理是什
么？”……进入维修车间后，他变
成了“好奇宝宝”。藏着一颗好奇
心，动手能力也不差。郁建豪开始
学习汽车的构造和性能，捣鼓起汽
车的各种配件，成为汽车维修部的
钣金学徒。

“事故车辆的修复过程，也是
自我提升的过程，掌握好技能才能
在行业中立足。”郁建豪告诉记

者，在工作的第二年，他遇上了一辆
损坏较为严重的事故车。“车辆在事
故中侧翻，车身受损严重，车子严重变
形。因为车身采用的铁皮比较薄，修复
工作存在一定的难度。”为了早点完成
车辆外形的修复工作，郁建豪一连几
天工作到凌晨，寻求各种办法解决因
为铁皮太薄造成的修复困难。

提升技能 精益求精

“减少车辆潜在的安全隐患”

日积月累，精益求精。通过3年
时间的磨炼，郁建豪从一个什么都不
懂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具有专
业水平的“师傅”。车辆出现常规问
题，郁建豪基本可以凭借自己的经验
进行初步判断。“我慢慢爱上了这
行，于是决定去上海开拓眼界，提升
自己的汽车维修技能。”郁建豪说。

在上海的大型汽车修理厂，郁建
豪开始接触进口高档车，慢慢了解此
类车的性能。此外，郁建豪改变了之
前“靠经验修车”的思路，开始使用

先进的电脑仪器检测车辆故障。“只
有清楚了解车辆的故障原因，才能定
制出更完善的维修方案。”郁建豪说。

郁建豪喜欢修车，也喜欢学习，
并且还能学以致用，自然而然很多难
题就会迎刃而解。在上海的8年时间
里，郁建豪不断积累汽车保养、维修
工作中学到的技术经验，还不定期关
注每一辆车的维修环节，确保维修效
果达到最佳。

“车辆的安全是关乎生命的。”郁
建豪深知责任的重大，在工作中从来
不敢马虎，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
哪怕一颗螺丝或者一个灯光都严格检
查，以减少车辆存在的安全隐患。

用心服务 以诚待人

“真诚换来尊重与信赖”

凭借专业、靠谱的技术和优质、
贴心的服务理念，郁建豪得到了一批
又一批客户的信任。2014年11月，
南麻欧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成立，郁
建豪负责该公司的日常运行，从一个

汽车维修工转身成为公司管理者。成
为负责人的郁建豪开始学习前台接
待、事故处理、保险理赔等管理方面
的知识。“不管是对内的公司管理，还
是对外的客户服务，其实都是人与人
的沟通，用心就好。”郁建豪说。

“那是一辆只行驶了18000km的
新款别克君威，当时车主看我们不是
4S店，便强烈要求去4S店维修自己
受损的车辆。经过详细的交谈，我向
车主保证所有更换配件都使用原厂
的，并质保两年。”去年11月中旬，
在一次道路救援中，郁建豪用自己的
真诚打动了事故车的车主，答应在郁
建豪所在的公司维修。两个月后，郁
建豪将完美修复的车辆交付给了车
主，同时也得到了车主的认可。现
在，该车主加入“欧亚会员”，不管是
车辆的日常保养，还是车辆保险事
宜，车主都放心交给了南麻欧亚汽车
维修有限公司。

“只要在我们公司维修的车辆，公
司的工作人员都会持续跟踪客户的车
辆使用状况，更会详细了解车辆，为
的就是让客户更加放心。”郁建豪说。

本报讯（记者贾黎）日前，
2018苏州市最佳志愿服务团队
评选开展得如火如荼。其中，绸
都水秀公益机构参与的“我为城
市送清凉”志愿者联盟，候选
2018苏州市最佳志愿服务团队，
目前正在投票评选阶段。

“我为城市送清凉”志愿者
联盟成立于2013年，注册志愿
者人数约900人。以夏季高温天
里送清凉、冬季寒冷天送温暖的

方式，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的场
地、消暑的饮用水、常见的应急药
品。有些站点还能提供微波炉、空
调、雨伞，以及读书看报、业务咨
询等服务。

据悉，候选2018苏州市最佳
志愿服务团队40余个，有来自苏
州各区镇的志愿服务团队。经过组
织推荐、投票评选、专家评审，预
计12月初将评选出2018苏州市最
佳志愿服务团队。

“我为城市送清凉”志愿者联盟
候选“市最佳志愿服务团队”

佛教和道教是盛泽地区的主要宗
教，佛寺和道观十分密集。

圆明禅寺，俗称白马寺，在红梨
湖西南岸 ，始 建于宋乾德年间
（963—968），是盛泽最负盛名的佛
寺。“圆明晓钟”为“盛湖八景”之
一。明万历时（1573—1620），状元
朱国祚曾在寺内读书，并手书“护
法”二字。

圆照庵（今目澜洲），初名骨池
庵，始建于元至元十四年（1277）。

“四面水流环抱，盛川在前，波澜溢
目，因名之目澜洲”。1929年辟为公
园。

法轮禅院，俗名地藏庵，在昇明
桥北（今绸都小学），始建于明天启
七 年 （1627）。 清 顺 治 （1644—

1661） 时拓展基宇，增建东岳庙、
三星阁。

庆寿庵，俗名西庵，在大低圩山
家坝（今永和村），建于元至正年间
（1341—1368）。 明 成 化 二 十 年
（1484）增建西云楼，东有伴竹轩，
西有斗雪轩，南有可怡轩。

古龙庵，在西肠圩东南（今目澜
社区），宋咸淳 （1265—1274） 中
建。旧时，庵前为渡口，“龙庵待
渡”为“盛湖八景”之一。明万历间
（1573—1620）状元朱之蕃中举前曾
在此读书，庵门匾额“古龙庵”三字
为他手书。

北胜庵，在充字圩斜桥西堍。原
称竹堂，相传晋代张翰曾寓居于此，

“竹堂古祠”为“盛湖八景”之一。

北宋崇宁二年 （1103），里人在此建
祠，供祀名贤，后改建为佛庵，因为临
近旧时的北胜坊，故名北胜庵。

永庆庵，俗称茶亭，在姚家坝底
（今太古广场南侧），建置无考。旧时，
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赛会，永庆庵僧众
在庵前向菩萨塑像献茶，故又称茶亭，
庵旁为茶亭弄。

化成庵，在西白漾湖心的分水墩上
（今东方市场中心广场西侧），清道光七
年（1827）建。庵内建有斋堂、水阁。

市隐庵，俗称中圣堂，在登春桥南
堍（今舜湖中路南侧），始建无考。

积庆讲寺，在梧字圩积庆村（今双
林村），宋建炎元年（1127）建。明成
化（1465—1487）中建钟楼，“积庆晓
钟”为“黄溪八景”之一。清乾隆二十

七年 （1762），乾隆帝南巡，驻跸于
此，遂改名吉庆寺。

折芦庵，在老字圩（今前跃村），明
崇祯十二年（1639）建。庵四面环水，
前有荷花池，池外有芦埂。

慈度庵，为尼姑庵，在昇明桥南
侧，清康熙 （1662—1722） 中建。旧
时，地方志中“例不载女庵”，清初学者
潘耒因慈度庵比丘尼尚义“志行有可嘉
者”，破例为之作《慈渡庵记》。

镇区一带的佛教寺庵还有：慧龙
庵，在东白漾北岸的东城隍庙后。普济
庵，俗称东观音堂，在带福桥东侧；另
外在沉瓦桥一侧也有一座普济庵。万寿
庵，在大适圩。万福庵，俗称灵观音
堂，在大适圩。惠明庵、李墩庵和田心
庵都在现在的东港村一带。白衣庵，在
昇明桥南堍，明天启五年（1625）建。
柏子庵，在南新桥东南。大悲庵，在姚
家坝南侧。种福庵，在海角湾，清乾隆
三十二年（1767）建。中明庵，在充字
圩狭港扇，北宋靖康元年（1126）建。
毘 卢 庵 ， 在 南 草 圩 ， 明 崇 祯 元 年
（1628）建。太平庵，在大低圩（今永
和村），明天启七年（1627）建。慧灯
庵，在大低圩绿葭潭（今永和村）。

祠庙和寺观（三）
沈莹宝

本报讯（记者沈佳丽）“双
十一”对不少人来说，是一场硝
烟弥漫的战争。为了拿到最优惠
的价格，大家不仅要拼抢各类满
减红包，还得为预售价、领券减
价、定金裂变等规则绞尽脑汁，
熬夜抢货更是必备的功课。何必
如此麻烦，建行善融商城已经准
备好诸多福利，总有一款适合
你。

“善融商城一直保持初心，
不断提供优质商品满足粉丝们对
品质生活的追求。为了感谢粉丝
们的一路相伴和支持，我们在双

‘十一’也推出了大量福利。”活
动负责人介绍，11月，善融商
城推出了“善融精品聚”活动，
期间可享受“预售特权”“精品
汇聚”“领券抵现”“龙支付满

减”和“购物返券”五重购物福
利。

“预售特权”即抢购预售款就
可享受优惠的价格，还可以获得相
应的礼品。凡是购买相关预售商品
还能参与11月11日当天的半价秒
杀活动；“精品汇聚”涵盖了生
鲜、酒类、手机等众多商品品类；

“领券抵现”可享受188元新客大
礼包免费领和满100元减20元的
优惠；“龙支付满减”推出了满50
元减10元、满100元减30元和满
200元减60元的活动，更有优惠
后再打7折的福利；“购物返券”
环节为只要满足条件就可享受最高
返100元券的优惠。

除了以上五重购物福利外，
11月 11日当天还有砍价0元拿、
专享半价秒杀等活动。

海量精品汇聚 多重福利放送
“双十一” 建行善融商城给你送福利从修理工到管理者的“完美逆袭”

郁建豪：用心修好每辆车
本报记者 范晓菲

姓名：郁建豪年龄：40岁
职业：南 麻 欧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管理人员
格言：永 远 坚守在技术的第一线上，用心服务好每一位车主。

郁建豪郁建豪（（右右））在维修车间在维修车间。。（（范晓菲范晓菲摄摄））

本报讯（记者沈佳丽）去年
12月，当家网收到了青海省泽
库县孩子们的新年愿望：穿上新
鞋过新年。收到了藏区娃们的新
年愿望后，“足”够温暖系列公
益活动主办方立即行动起来，联
合了众多爱心商家为孩子们捐赠
了1000双棉鞋和2000双棉袜。
今年，当家网再次行动起来，决
定举办第五届“足”够温暖爱心
公益圆梦行动。

“我们的爱心是有基础的，
是不断延续的。2012年，我们
为300多名四川西南凉山彝族
自 治 州 的 同 学 们 捐 赠 了 棉
鞋；2013 年，3000 余件保暖
衣物送到了西藏娃的怀中；

2016年，第三届‘足’够温暖公
益大行动募集到了超过1500双棉
鞋和棉袜……”活动负责人介绍，
每一次的公益捐赠，都是爱心市
民的暖暖真情。目前，当家网第
五届“足”够温暖爱心公益圆梦
行动正式启动，届时将为青海省
泽库县的1000余名同学捐赠棉鞋
和棉袜。

据悉，今年的“足”够温暖爱
心公益圆梦行动和去年一样采用微
信自助捐款的方式，金额从1元开
始，每捐助一笔，屏幕下方会自动
显示捐款人所输入的姓名和金额并
表示感谢。如有意愿的爱心商家可
以 拨 打 当 家 网 电 话 （0512-
63177919）进行咨询。

献爱心大爱无疆 施援手情深似海
当家网第五届“足”够温暖爱心公益圆梦行动启动

每个城市的警察都会带有当
地城市所赋予的气质。在我心
中，苏城的警察热爱生活、细致
体贴，有与生俱来的别样魅力。

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既像母
亲又像长姐的你，在我迷茫时给
予帮助，点滴呵护已然把我当成
自己的孩子。我依然清晰记得自
己遭遇感情冰冻期的颓废样子，
甚至会在工作中控制不住情绪与
人发生争执。就在我最脆弱无
助、彷徨无依的时候，你将我拥
入怀中，用胸中的温暖融化我，
让我释然，放下心中的不安。

你总是会以谈心的方式教我
如何控制脾气和与人为善，你总
是细致教导我、引领我，就算我
能独当一面依然不离不弃。我甚
至在想，你就是一道架在我前面
的屏障，为我遮风挡雨，让我无
忧无虑成长。

我记得你的兢兢业业，记得
你加班加点地去找那些疑难案件
蛛丝马迹的样子。我好奇，尽管
破了一大堆案子，你却从来没有
想过利用这些成绩来谋求仕途的
发展。我说：“你图什么呢？工
资和别人一样多，工作时间和付
出的精力却比别人多一倍。”你
却说：“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得起自己拿的这份工资、对得
起身上这身警服。”那一刻，我
被你感动了，是直至心底的敬

佩。
苏城一位派出所基层民警曾写

道：“你问我为何从警，因为我希
望苏城的每个假日都风和日丽，
我希望苏城的每条街道都平安祥
和，我希望当我们披星戴月的时
候，您可以酣然入睡，我希望当
我们汗流浃背的时候，您依然满
面春风。”

也许，这就是警察的情怀吧。
你们每天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做着
分内的工作，那份执着的坚守无关
乎外界的鼓掌点赞还是亵渎贬低。
因为，警察的情怀，不需要相应的
价值来等价交换，不需要太多的附
加条件来肯定。

情怀不是天生的，是对生活的
热爱，是从内心深处滋生出来的一
份情愫，虽然无形，但在我的心底
却能滞留住那条善良的底线。苏城
的警察，让我感受到他们惩恶扬善
的人生道路上那份积极向上、热爱
生活、阳光透明的情怀。

翻阅过去从警的时光，警徽烁
烁却道不尽心事婉转，警灯闪闪走
遍千山万水。曾记否，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那是我们由衷的
诺言。

看到这里，你会不会茫然地询
问我：“苏警的情怀是什么？警察
的情怀又是什么？”其实情怀纵有
一千种解释，但每一个怀揣情怀的
人，都会对明天充满期待。

苏警的情怀
赵凌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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