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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盛泽集邮协会积极
组织会员开展丰富多彩的集邮活
动，增强会员凝聚力，丰富会员业
余文化生活，助推了盛泽群众文化
建设和繁荣发展。作为新一届协会
会长、盛泽集邮文化领域带头人，
袁农基将散发出更多光与热，致力
协会蓬勃发展。

集邮40年如一日

集邮40年如一日，永不改变
的是他对集邮的热爱。袁农基说，
他从小喜欢集邮，到17岁时开始
成规模地、有条理地收集邮票。

“当时邮票便宜，才几分钱一张，
大学生活费除了吃穿，全部花在了
集邮上。”后来他工作了，工资每
月40元，而购买邮票的花费就超

过20元。可见，他确实是一位集
邮“发烧友”。

1973 年，因父亲工作调动，
袁农基全家搬迁到盛泽。母亲在丝
织厂的成品车间当检验员，有时她
回家会说些工厂的事，让袁农基对
纺织工艺有了初步的认识。2006
年，他开始制作专题邮集 《纺
织》，这套专题邮集展现了盛泽纺
织行业的“工匠精神”。因为他孜
孜不倦的坚持，最终把5个框、80
张贴片、600多枚邮票汇集成一册
专题邮集《纺织》。

袁农基告诉记者，他1982年
就加入了吴江集邮群体，目前是吴
江区集邮协会副会长，多年来，他
在《中国集邮报》《集邮博览》《上
海集邮》《江苏集邮》等集邮刊物
上发表了60多篇邮文。接下来他
要更加专心地集邮，把财力和精力

都投入到集邮当中，去研究极限
片、艺制票品，还要继续完善《纺
织》专题，直到做满8框。

邮集作品成绩斐然

“盛泽集邮协会成立于1991年
8月，当时各大厂都成立了集邮协
会的分会，在各厂工会组织的支持
下，定期开展集邮展览和邮票交换
活动，集邮协会开展的活动在盛泽
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袁农
基说，协会2017年成功换届，他
担任新一届会长，目前协会拥有会
员80多人。

“协会有多部5框专题邮集成
绩斐然，一个小镇上有多部高奖邮
集，这在全国都属罕见。”袁农基
说，它们分别是在“长沙2014第
16届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中，获
镀金奖的《写字》（徐伟）；在“中
国2016亚洲国际集邮展览”中，
获大镀金奖的《书写的历史》（徐
伟）、获镀金奖的《纺织》（袁农
基）。

为了加强会员之间的学习交
流，协会把每月8日、18日定为
活动日，在文化活动中心开展学习
邮识，分发《吴江邮讯》，交流心
得。“协会还鼓励每位会员，根据
手头不同题材的邮票，更好地归纳
和组织，编出一部部精品邮集来，
参与到各级比赛中去。”袁农基说。

集邮要从娃娃抓起

“近几年，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抓
好青少年集邮工作，让我镇的中、
小学集邮活动更加有声有色。”袁农
基告诉记者，目前，盛泽小学、盛
泽二中、盛泽中学都在学生中开设
了集邮社团，各校结合自身特点，
开展行之有效的集邮活动，积极参
加吴江区教育局和上级集邮协会组
织的活动。

盛泽小学是“全国青少年集邮
活动示范基地”，其亮点是“心语”
青少年邮局和个性化邮票设计；盛
泽二中是“江苏省青少年集邮活动
示范基地”，其亮点是“一片邮集”
制作和定期出版《畅邮天下》社团
小报，目前正在积极申报“全国青
少年集邮活动示范基地”。

近年来，协会指导学生参加
“全国生肖个性化邮票设计大赛”，
曾荣获全国一等奖。在2017年“全
国第十三届生肖（戊戌年）个性化
邮票青少年设计大赛”中，盛泽镇
学生有近30件作品获奖。

“集邮要从娃娃抓起。”袁农基
说，接下来，协会将继续引导青少
年集邮活动，积极参与盛泽群众
文化建设，助推盛泽文化繁荣发
展。

图为袁农基展示自己的邮集作
品。 （陈军摄）

关注青少年集邮
推动群众文化繁荣发展

——访盛泽集邮协会会长袁农基
本报记者 陈军

本报讯（记者陈军）为进一步提
升盛泽文化市场执法人员业务技能和
综合素质，提高办事水平，近日，盛
泽镇社会事业局文化科特邀请区文广
新局市场科有关专家前来指导培训，
盛泽镇综合执法局相关执法人员、文
化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培
训。

会上，专家分别就网吧、娱乐场
所存在情况及相应的处罚金额进行了
详细讲解，并作了案例分析。盛泽文

化市场执法人员积极“充电”，这将
有利于进一步规范盛泽文化市场秩
序，促进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是中央
和省委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对维
护文化市场正常秩序、促进文化事
业和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盛泽镇社会事业局文化科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镇将抓好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确保执法工作
落实到位。

盛泽推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陈军） 1月 18日
下午，第二届苏州市群众文化“繁星
奖”获奖作品惠民展演季之张家港获
奖作品走进吴江活动在盛泽文化中心
举行，现场座无虚席，表演精彩纷
呈。该活动也拉开了盛泽春节文化嘉
年华的序幕。

当天演出了器乐合奏《烟雨江
南》、女声独唱《三生相思》、小品
《失败没有百分百》、舞蹈《跟着你到
天边》、锡剧小戏《创宅》等9个群
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包括音乐、
舞蹈、戏剧等，均为本届“繁星奖”
表演艺术类获奖作品。这些节目贴近
生活、贴近时代，既传承江南文化，

又有一定创新，在当下的苏州群众文
化作品中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繁星奖’是苏州去年设立的
全市综合性群众文化品牌奖项，与全
国、省群众文艺政府最高奖‘群星
奖’‘五星工程奖’接轨。”盛泽镇社
会事业局文化科科长沈亦红说，该活
动为充分展示“繁星奖”评比活动成
果，让“繁星奖”获奖作品更多、更
好地惠及基层群众。同时，该活动也
作为盛泽首届春节文化嘉年华的首项
活动，开启了该镇今年群众文化活动
的重要篇章。

图为“繁星奖”展演活动现场。
（陈军摄）

歌颂新时代 唱响生活美

“繁星奖”展演走进盛泽

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俗话说，年夜
饭要吃得好。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很多人则更希望年夜饭富有年味。这
不，今年盛泽盛世锦江国际大酒店年夜饭
主推的几道菜品就年味十足。

新加坡辣椒蟹

过年就要红红火火，这道新加坡辣
椒蟹便遵循了这一原则，鲜红的螃蟹加
上鲜红的酱汁，富有喜庆的气氛。

新加坡辣椒蟹以辣椒、螃蟹为主要食

材，这是新加坡最著名的菜之一，可谓是
新加坡的“国菜”。盛世锦江推出的这道
辣椒蟹是采用新加坡烹饪技法制作而成。

新加坡辣椒蟹做法简单，但十分考
验大厨对火候的掌控。据介绍，这道菜色
泽红润，香气扑鼻，口味鲜美，堪称一
绝。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辣椒蟹其实
并不是很辣，味道酸甜，甜中带辣，螃蟹
更是保留了鲜嫩的特点。

油焖竹笋

讲起竹笋，自古就被视为“菜中珍品”，
清代文人墨客更把竹笋誉为“蔬菜中第一
品”，认为肥羊嫩猪都比不上它。竹笋营养丰
富，脆嫩鲜美，而油焖竹笋这道菜不仅美味，
还能调节食客过年吃惯了大鱼大肉的肠胃。

据介绍，这是一道较为家常的佳肴，
具有清淡爽口的特点。刚上桌的油焖竹笋
色泽金黄，透着一股鲜香味。竹笋咀嚼在
嘴里，富有嚼劲，清爽可口。

“这道菜推出后很是得人心，堪称蔬
菜中的上乘之品。”盛世锦江国际大酒店
相关负责人美滋滋地说，常食竹笋可有清
热化痰等功效。

咸肉炖萝卜

咸肉是过年必备美食，而萝卜是冬季
良品，两者结合而成的菜肴，真是年味十
足。盛世锦江推出的咸肉炖萝卜，以咸肉
为制作主料，其烹饪技巧以“炖”为主，
通过小火慢炖，使咸肉和萝卜相互吸收各
自的“美味”。整道菜口味咸鲜，醇香味
美，吃后齿颊留香，令人回味无穷。

据介绍，盛世锦江国际大酒店几乎每个
月都会根据时节，调整菜单，保留一部分销
量较好的经典菜肴，同时去掉一部分不符合
时令的菜，推出当季的时令菜、特色菜等多
道新菜。这样不断地推陈出新，保证食客既
能够吃到新菜品，又能够尝到经典菜。所以，
不管是试新品也好，尝经典菜肴也罢，盛世
锦江国际大酒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新年吃啥菜？盛世锦江“火力全开”
本报记者 贾黎

本报讯（记者陈静）春节前后，市民
的餐桌上少不了鱼肉大餐。然而油腻大餐
吃多了，来一碗清爽的雪菜肉丝面可谓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近日，记者在大润发超
市（盛泽店）附近发现了一家口碑相当不
错的面馆，名叫牛记面庄。这家店的雪菜

肉丝面食材新鲜、面条筋道、汤头浓郁、
浇头鲜美、分量十足。

“老板，来一碗雪菜肉丝面。”早上9
点多，牛记面庄不大的店面中坐满了人，
大家都是冲着这儿的面来的。都说“一日
之计在于晨”，早餐吃得好，一天才能有
充沛的活力面对工作。这不，记者也点了
一碗雪菜肉丝面。

“我们家的雪菜肉丝面味道鲜，靠的
就是里面的浇头。”记者了解到，原来各
家面馆的汤头是不同的，通常店家会根据
顾客的口味，不断地摸索尝试，调试出鲜

度受到食客欢迎的汤头。
正聊着天，一碗香气四溢的雪菜肉丝面

就上了桌，摆在记者的眼前。面条上覆盖了
一层肉丝，配上黄褐色的雪菜和青色的细
葱，雪菜和葱切得非常细，乍一看，似乎与
一般的面条没什么两样。

记者拿起筷子，面条入口还未咀嚼，舌
头就已经尝到一个“鲜”字。面条软硬适
中，根根分明，嚼入口中，筋道鲜美，雪
菜、肉丝与面的鲜味融为一体，油而不腻，
口味恰到好处，浓郁的汤头顺着口腔缓缓流
入胃中，顿时肠胃间泛起一股暖流，那滋味

怎一个“鲜”字了得。
这家店的一碗普通雪菜肉丝面为什么会

如此鲜呢？店主陈勇告诉记者，雪菜和肉丝
经过油爆，本身就容易散发出鲜味。陈勇
说，煮面和搭配浇头的手艺是他自己平日在
家摸索出来的，只因他对面艺颇有研究。而
这样一碗雪菜肉丝面售价只有8元，可谓是
性价比非常高。

面香不怕巷子深，这么味美的面条，又
岂会逃过吃货们的嘴巴。据店家介绍，他家
的面馆从早上6点左右开始营业，到晚上7
点多结束，期间客源不断，每天可以销售
100多碗面，尤其是早上，根本忙不过来。
除了雪菜肉丝面，牛记面庄还有爆鱼面、大
排面、鳝丝面和肚丝面等20多种面，可供食
客任意选择。

图为牛记面庄的雪菜肉丝面。
（陈静摄）

雪菜肉丝面，鲜！

小店：DQ 冰淇
淋(盛泽店)

招牌：红丝绒
蛋糕暴风雪系列

推荐理由：红
丝绒蛋糕暴风雪系
列共有三种口味，分
别是草莓、巧克力和
奥利奥，冰淇淋中透
出浓浓奶香。

小记体验：“夏天
吃火锅，冬天吃冰淇
淋”是不少年轻人追逐
的时尚。近日小记在盛泽
寻觅到一家冰淇淋店，名
叫DQ冰淇淋(盛泽店)，该店
把红丝绒蛋糕和冰淇淋组合在一起，推出了全新的
红丝绒蛋糕暴风雪系列，受到年轻一族的欢迎。

小记到这家店的时候，大厅几乎客满。店家特别
推荐了红丝绒蛋糕暴风雪系列，说这是店内最新推出
的一款冰淇淋，也是店内的一大招牌。小记点了这款
冰淇淋后，找了一个临窗的座位，等着美味甜品上桌。

没几分钟，色彩斑斓的红丝绒蛋糕暴风雪就端上
来，空气中飘着浓浓的奶香。红丝绒蛋糕暴风雪系列
共有三种口味，分别是草莓、巧克力和奥利奥。草莓红
丝绒蛋糕暴风雪颜色粉嫩，冰淇淋里面还藏着大块红
丝绒蛋糕和草莓干；巧克力红丝绒蛋糕暴风雪融合了
红丝绒蛋糕块、巧克力脆皮和冰淇淋，值得一提的是，
当巧克力酱加到冰淇淋里面，由于温度降低凝固，巧
克力形成了脆皮口感；而奥利奥红丝绒蛋糕暴风雪则
是对经典暴风雪口味升级，奥利奥脆脆的颗粒感和红
丝绒蛋糕柔软的碎屑交织在一起，口感顺滑绵密。

小记拿起草莓红丝绒蛋糕暴风雪吃进口中，草
莓味道特别浓郁，在顺滑的冰淇淋里，还能吃到红
丝绒蛋糕那种柔软的颗粒感，酸甜味浓，回味无穷。

小店故事：DQ是全球知名的冰淇淋品牌之一，
被誉为“时尚的冰淇淋专家”，至今已风靡20多个国
家和地区。DQ冰淇淋(盛泽店)新开不久，冰淇淋的价
格一般在二十元左右。店内的布置充满小资情调，墙
上布满各式冰雪主题的涂鸦，让人仿佛置身于冰淇
淋世界。除了冰淇淋，这家店还售卖甜点、蛋糕、
面包和饮料等。店主谢文文告诉记者，她对冰淇淋
情有独钟，自己可谓是一个吃货，也是一名美食烹
饪爱好者，平日里喜欢研究各类甜点。 （贾黎）

价格：15元起
地址：盛泽财富中心·购物公园
图为奥利奥红丝绒蛋糕暴风雪。 （贾黎摄）

谁说冬天不能吃冰淇淋？

新加坡辣椒蟹新加坡辣椒蟹 油焖竹笋油焖竹笋 咸肉炖萝卜咸肉炖萝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