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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网事 06

姓名：龚晓萍
年龄：25岁
职业：苏州自然色摄影有限公司创始人

格言： 以 诚 相待，用心服务，超越客户期待值

本报讯（记者贾黎） 1月4日晚
上，当家网开展了观影团活动，组织
网友在盛泽卢米埃影城免费观看由美
国派拉蒙影片公司及腾讯影业联合出
品的《变形金刚》系列首部独立电影
《大黄蜂》。 精彩的故事、酷炫的特
技，让不少影迷网友大呼过瘾。

据悉，《大黄蜂》讲述的是在赛
伯坦星球汽车人即将被霸天虎击败的
关键时刻，大黄蜂受命杀出重围，带
着使命来到地球。不幸，大黄蜂“失
忆”变身成一辆残破的黄色甲壳虫汽
车，随后意外被18岁的少女查莉修
好，并与之结下友谊，并肩作战拯救

地球的故事。
当家网友王丽丽告诉记者：“特

效很酷炫，影片开始的赛伯坦之战非
常紧张刺激，目不暇接的激战画面非
常吸引我们的眼球。”不少观众直言
观影体验极佳，盛赞大黄蜂的制作逼
真到完全让人忘记了他只是一个通过
特效完成的人物。有网友说：“大黄
蜂在影片中被塑造得太真实了，每一
个动作都毫无瑕疵，必须点赞。”

此次当家网组织的观影活动受到
了网友们的好评。观影结束，网友们
纷纷表示意犹未尽，期待下一次的当
家网观影活动。

精彩的故事、酷炫的特技

这部电影看得真过瘾
当家观影团观看影片《大黄蜂》

本报讯 （记者鲍宇清） 1 月 5
日，吴江东之田木农业生态园绿色农
产品直供窗口入驻盛泽镇目澜路综合
农贸市场，让市民在选购食材时有了
更多选择。

“我们主要出售巴马香猪肉、草
鸡等产品。猪肉价格在29—32元/
斤。”吴江东之田木农业生态园负责
人任伯民告诉记者。据了解，因为吴

江东之田木农业生态园的巴马香猪都
是自繁自育，所以香猪肉的价格低于
市场平均水平，致力于为市民提供价
格优惠、品质有保障的肉类产品。

记者了解到，盛泽镇目澜路综合
农贸市场直接从产品的原产地采购食
材，既保障了产品质量和安全，又降低
了采购成本，从而保证老百姓可以以
优惠的价格购买到新鲜的农副产品。

以优惠的价格
购买新鲜的农副产品

目澜路综合农贸市场引进品牌农产品

有人赞美鲜花的娇艳，我却赞美
书籍散发的迷人芳香；有人歌颂海洋
的浩瀚，我却歌颂书籍孕育的丰富宝
藏；有人崇尚天空的纯洁，我却崇尚
书籍给人的无穷力量；有人追求物质
的享受，我却向往书籍赋予人类的希
望。书像一片绿荫，为我的心灵撑起
无尽清凉；书台上的一缕阳光，照亮
我美好的理想；书似一座桥梁，架起
我通往成功的彼岸。

小时候，家里很穷，我只有拿着
父母过年给的压岁钱，才能买上几
本好的儿童读物。打开那一本本书
籍，我仿佛来到了美丽的海滩，欢
快地捡拾五彩的贝壳；像探入宝
山，在泉水叮咚的溪旁寻幽探胜；又
如走进美丽的童话世界，与灰姑娘、
白雪公主、小王子一起采花扑蝶……

书抚平了我心灵的创伤，并给了我勇
气和希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开阔，
阅历的丰富，我不再满足于有限的几
册课本和那些浅显的儿童读物了，我
开始去“啃”《水浒传》《三国演义》
《封神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烈
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

读书为我的生活增添了诗情画
意。如今，在我并不宽敞的家中，最
醒目的是那一排排书架。书架上各类
书籍琳琅满目，成为家中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细想起来，这些年，正是有书相
伴，才使我平凡的日子显得充实富
有；正是有书相伴，我才一步一个脚
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书，是我生活中的诗情画意。

书，是我生活中的诗情画意
陈永明

宋元以降，盛泽“人文蔚起”，
讴歌盛泽的诗词佳作何止万千。前人
的诗作以“诗话盛泽”的形式，组合
成一条记录盛泽发展演变足迹的文化
脉络，并成为今天的人们了解历史的
重要读本。

前人写盛泽的诗中最为有名的也
许就是明代周灿的《盛泽》了，它准
确地概括了盛泽的经济文化特质，被
人们一直传唱至今。此外，还有一位
清代诗人仲枢的《盛湖怀古》，以诗
歌为载体，详实记录了盛泽的历史、
地貌、古迹、寺观、名胜、人物、传
说等方方面面，可以称得上是“诗话
盛泽”的一篇佳作。全文如下：

盛湖名始盛临安，合路殊称变易
难。开国吴江曾晋爵，食封户口此栖
鸾。岂容近日黄溪市，独占当年青草
滩。有港尚余章后在，漫劳寻访总无
端。道场山并两峰青，湖外天西作画
屏。衍庆覆巢空鹳垤，报慈沉水剩凫
汀。日非寅亥皆成市，地是庚申尚有
亭。菰雨芦烟渔唱晚，数声欸乃醉时
听。洞庭爽气接湖头，东漾西湾尽日
游。画舫春风菱叶渡，茂林夕照木兰
洲。阁飞文起崇三级，桥锁昇明聚五
流。最是东南仍少塔，朱公有志迹空
留。不见当年古竹堂，季鹰画图有谁
藏。金银气烛五桥市，罗绮香生十锦
塘。白马寺钟犹吼月，古龙庵渡已成
梁。更寻凌巷无闲地，何处还余旧日
芳。肩摩接踵日纷纭，古迹尘埋总莫
分。尚义谁过三士墓，寻芳空上九娘
坟。再生有树碧霞护，实果无花香积
薰。珠蚌逾寻蛇百尺，年来灵怪亦稀
闻。近在寰中半未谙，幽奇何事更穷
探。市廛此日分千百，甲第当年总万
三。窑起前村还起后，坊标北胜复标

南。红梨花尽空名渡，字误亭碑并误
庵。麻溪九曲拱前村，南北分流水抱
墩。贵毓尚书三占部，荣钟及第两抡
元。联芳况有登台辅，独秀宁无晋总
藩。大半离乡营第宅，盛湖不识有高
轩。盛湖题景记犹传，麈尾风流志晋
年。假寓偶因鲈鲙客，清谈曾聚竹林
贤。迹留唐宋多名句，事迨元明有杂
编。怡静增修孙又续，搜罗何日枣梨
镌。

诗中言及的史料有：盛泽旧称合
路村、青草滩；南宋盛章封吴江开国
伯，自临安迁居盛泽，后裔散居于
此；宋初，盛泽逢寅亥日有集市，称
寅亥市。言及的地貌变迁有：旧时，
从西白漾可以望见太湖东、西两山和
湖州道场山；南宋时，西白漾东岸有
报慈禅院，后来沉于水下；昇明桥之
东，旧时建有分水墩；镇南之河名九
曲，水自麻溪来，经前庄村入镇区，
又入东白漾；共有五路水汇入东白
漾。言及的古迹、寺观和名胜有：庚
申亭、三义士墓和尚义坊、九娘楼、
九娘坟、北胜坊、南胜坊、前窑、后
窑、碧霞行宫和再生树、地藏庵和无
花果树、衍庆庵、文起阁、古龙庵、
红里庵、菱叶渡、昇明桥、目澜洲、
拾锦塘、红梨渡、洪离碑、“东漾划
船”“西湾渔舍”“竹堂古祠”“五桥
晴市”“圆明晓钟”“龙庵待渡”“凌
巷寻芳”。言及的人物与事迹有：张
翰、周用、朱之蕃、朱国祚、朱大
启、王锡命、卜梦熊著《盛川题景
记》、仲沈洙修《盛湖志》。言及的传
说有：西白漾中的大蛇和圆明寺桥下
的大蚌。可谓林林总总，详实无比，
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的地方志，值得今
人一读。

诗话盛泽（一）
沈莹宝

用镜头捕捉孩子的“纯”与“趣”；用作
品定格孩子的“乐”与“真”；她，是一个拥
有“时间魔法”的人，让那些有趣的画面变成
永恒；她，是苏州自然色摄影有限公司创始人
龚晓萍（如图，范晓菲摄）。

森林系、欧美风、潮流感……在“自然
色”，摄影师不仅是画面的捕捉者，更是

“爱”的纪录者。“每个孩子都是与众不同的，
每一张照片都是独一无二的。”龚晓萍说。正
是因为孩子的个性，她才发现了儿童摄影的魅
力。每一次拍摄，“自然色”都尽力去发现每
个孩子特有的天真、可爱，为他们拍摄个性化
的照片，记录下童年的精彩瞬间。

时光流转，唯有影像长存

她，找到了事业的方向

1994年出生的龚晓萍，读书时念的是旅
游专业。比景色更令她着迷的是摄影，她说：

“时光流转，唯有影像长存。”毕业后，她在一
家婚纱摄影机构工作。

随着“二胎时代”的到来，儿童摄影的需

求增多，逐渐成为一股
潮流。“我工作的第二
年，公司就专门成立了
一个儿童摄影部。”龚晓
萍说。由于工作认真，
机构老板让她入股，参
与到儿童摄影部的日常
经营中去，成为该部门
的负责人。

“小孩子比较可爱，
他们笑，他们哭，他们的

每个表情都是自然的。”龚晓萍
说。她喜欢孩子，接触儿童摄影后，她就像一
条鱼儿一样畅游其中。“儿童摄影是一份特别
开心的工作，每天都沉浸在童年的氛围里，很
纯真，很愉快。”她说：“如果说，之前摄影是
爱好的话，那么儿童摄影，让我找到了事业的
方向。”

接触不同的孩子，跟不同的家长沟通……在
儿童摄影部，龚晓萍奠定了自己事业的基础。她
说：“只有热爱摄影和喜欢孩子的人，才能用爱
拍出有感情的摄影作品，才能从中找到快乐和继
续走下去的动力。”

一幅照片，胜过千言万语

她，扩宽了发展的渠道

有了积累的龚晓萍，在2015年成立了一家
500平方米的工作室，大到摄影器材的采购，小
到化妆粉扑的购买，她都亲力亲为。

在当时拍摄一套儿童作品市场价500元的情
况下，龚晓萍选择使用一线品牌的化妆品。她
说：“我曾经还被嘲笑过呢，说我拍摄一套作品
的利润都不够买一盒化妆品的。”确实，在工作
室成立初期，龚晓萍在经营上遇到了问题。“那个
时候，我不会拓展市场，除了老客户帮忙介绍以
外，几乎没有别的途径拓展新客户。”龚晓萍说。

为了拓展客户，龚晓萍想尽方法扩宽渠道，
甚至做过免费拍摄的活动。但静下心来认真思考
后，她发现用心做好服务，拍出满意的照片，才
是工作室生存下去的根本。于是，她带领团队沉
下心来，为儿童拍摄个性化的照片，让摄影作品
为自己“说话”。

“若干年后，当顾客翻看相册，就能回忆起
孩子纯真的童年。我希望我们的摄影作品，不仅
仅是一套摄影产品，更是一把打开回忆的钥
匙。”龚晓萍说。有了这个信念，龚晓萍的工作
室逐渐走上正轨，第二家、第三家儿童摄影店相
继开设，成了吴江地区众多父母为孩子拍摄照片
的最佳选择之一。

心怀感恩，温暖化作动力

她，将打造儿童摄影的标杆

面临顾客“荒”的时候，是工作室的员工给
了龚晓萍温暖，给了她前进的动力。“最困难的
时候，我付不起员工的工资，付不起印刷费。”
龚晓萍说。困境里，龚晓萍的团队团结在一起，
这个化妆师跟她说：这个月的工资你先别给我
了，那个摄影师跟她说：印刷厂的费用我先用信
用卡垫付了……

在团队的努力下，“自然色”度过了“寒
冬”。现在，“自然色”的拍摄服务已经预约到一
个月以后了，周末时间段的拍摄已经排到两个月
以后了。“我们优质的服务、专业的摄影水平、
多元化的拍摄风格得到了客户的认可，现在已经
不愁没有客户了。”龚晓萍说，为了保证拍摄的
质量，公司规定每个摄影师每天最多为3组客户
提供拍摄服务。

得到认可后，龚晓萍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营
模式的升级上，她用了两年时间，将“工作室传
统”经营模式转型为“公司标准化”经营模式，
让儿童摄影“标准化”，努力打造儿童摄影行业
的标杆。她说：“我一直念念不忘团队在我困难
时给我的温暖，很感谢他们对我的付出和信任，
他们是我前进的动力，在接下去的工作中，我会
加倍努力，让‘自然色’成为连锁品牌，给团队
创造一个更好的平台，让他们在儿童摄影行业找
到归属感。”

用镜头捕捉孩子们的斑斓世界
龚晓萍：拍摄的不仅是画面，更是爱

本报记者 范晓菲

近日，当家网合作伙伴爱上天
使名媛会所举办了十一周年店庆活
动之“由‘玲’开始国画展”。现
场，30 余幅以荷花为主题的国画
作品精彩亮相，夺人眼球。记者了
解到，活动中主办方对一幅作品进
行了爱心拍卖，并将拍得的 1000
元爱心善款捐赠给爱心公益组织，
帮助有困难的群体。 （沈佳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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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店：杨国福麻辣烫
招牌：麻辣烫
推荐理由：在寒冷的冬季叫上

三五好友吃一顿火锅，那是较为惬
意的一件事了。但如果只有一个
人，麻辣烫也不失为一种好的用餐
选择。杨国福麻辣烫以骨头汤为汤
底，配上新鲜的材料和多样的调
料，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味觉享受。

小记体验：“你知道吗，盛泽
开了一家杨国福麻辣烫。”近日，
朋友小张兴奋地告诉小记，她只在
外地尝过一次杨国福麻辣烫的味
道，鲜美的滋味让她久久不能忘
怀。而现在，这家店开到了盛泽，
她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小记前去品
尝。

一走进小店，小记拿起一个塑
料盆和取食夹，就开始挑选食材
了。走近冷藏柜，小记最先看到的

是近 10 个品种的粉丝，有红薯粉
丝、龙口粉丝、宽粉……此外冷藏柜
内还摆放着海带、豆腐、各类绿色蔬
菜，肉类则被统一放在了冷藏柜的下
方，有午餐肉、贡丸、香肠、鱼虾
等。

挑选完成后，小记便将食材放在
了收银台，等候加工。店员告诉记
者，该店不论荤菜和素菜，统一按照
每斤26.8元称重计算价格，汤底的
口味分为原汤、微辣、中辣和麻辣。
其中原汤不加辣，适合老年人和孩
子。

在收银台的旁边，小记看到了一
个调料台。据店主介绍，该店将蒜
末、香菜、辣椒等8种调味料统一放
在了公共区域，顾客可以根据个人口
味调配。小记选择了微辣。微辣的汤
底在保证了鲜味的同时，辣味也不呛
人。没吃几口，小记便觉得身上暖暖

的。龙口粉丝
是本次美食体验
让小记印象最深
的 ， 它 口 感 弹
牙、清爽不黏腻，
时间长了也不会坨在
一起，还是根根分明。

除了龙口粉丝，该店
的花干也是值得推荐的。在北
方，花干是一种常见的食材，口感类
似于油豆腐。花干表面凹凸不平，内
部能够吸收许多汤汁，它将汤底的鲜
味、豆腐的香味和辣椒的辣味一起送
入口中，带给食用者味蕾的享受。

小
店故事：

店主表示该
店 将 继 续 努

力，保证汤底的浓
厚和食材的新鲜，让顾客能够

吃到干净又美味的麻辣烫。
价格：食材26.8元/斤
地址：舜湖西路

（鲍宇清）

荤素随意搭配、口味任意选择

热辣爽口热辣爽口，，今天你吃麻辣烫了吗今天你吃麻辣烫了吗？？

□ 当家散文

□ 当家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