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爸”刘俊当选
全国青联委员

开创常州年轻父母育儿社交圈本报讯 常州市糖糖母婴服务中
心创办者刘俊日前当选第十二届全国
青联委员，成为全市首个入选全国青
联委员的社会组织代表。

刘俊是一名医生，他有一个特别
亲切的称号“糖糖爸爸”。2007年，他
因为女儿的诞生建立了“糖糖网”。这
是一个本地父母育儿交流网站，以此
帮助更多年轻人成为称职父母。“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他不仅开创了常州年
轻父母的育儿社交圈，而且以志愿服
务带动身边人成立了“我为人人·人人
为我”志愿者服务队。

2011年，糖糖网团队注册成为
全市首家亲子类民办非企业———常
州市糖糖母婴服务中心。2013年，团

队入驻钟楼区社会组织服务发展中
心，在区民政局等部门的指导下参与
公益创投，尝试将公益服务正规化、
专业化、项目化。为外来工子女服务
的“蒲公英读书计划”、特殊青少年帮
扶计划“心微笑·齐飞翔”等公益活
动，在全市、全省公益项目创投大赛
中屡获大奖。

刘俊先后荣获“常州市十大优秀
青年”、“江苏省优秀志愿者”和第十届
“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等荣
誉。8年来，他带动超过4000人次参
与志愿服务，总计服务时间超过
12000小时，个人累计服务时间超过
10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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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拿起手机来新北万达告别单身
全城热恋打造O2O模式相亲会

本报讯 2015七夕，全城热恋会继
续以新北万达广场为线下活动主场，
同时，全新推出全城热恋微信服务号：
手机报名、扫一扫，微信端可直接看到
男女嘉宾更详细资料以及当事人的联
系邮箱……打造一场 O2O模式下的
万人相亲会。带着手机来相亲，点对点
地联系到对方，这是本届相亲会的最
大特色。

据悉，单身用户只要打开手机微
信，关注公众号“LOVE全城热恋”，点
击“我要相亲”即可填写个人资料，全过
程非常简单。全城热恋要求所有会员必
须实名制，提供有效身份证和联系方

式，经认证后方可参与活动。“我们全新
打造的微信平台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和我们主办的万达万人相亲会一样，一
直本着公益性原则为常州的单身男女
牵线搭桥。”全城热恋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作为本土交友平台，我们会不断升
级全城热恋的报名系统，向会员逐步开
放线上自由交流和约会功能，推出更多
有常州特色的交友活动。同时我们加强
对会员的审核流程，杜绝婚托这样的网
络欺骗行为，为平台创造一个健康良好
的交友氛围。”

2015七夕，全城热恋将组织水枪大
战、七夕义卖、8分钟约会、salsa社交舞

会、海归专场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交友
活动。相关活动的报名敬请关注微信公
众号“LOVE全城热恋”的预告。在新北
万达广场现场，我们会为每位嘉宾量身
定做个人信息板，同时生成当事人的个
人主页二维码。届时，参与者扫描二维
码，包括联系邮箱在内等心仪对象的更
多资料将会出现在扫描手机上。

此次相亲会，全城热恋会依据报名
者身份证号上的出身年月进行 70后
（包括70前）、80后、90后的自动排序，
同时要求报名者必须提供有效邮箱以便
应征者通过扫码方式能联系到你，敬请
报名者提供真实信息，全城热恋仅用于

内部审核以确保参与人群的实名制，绝
对不会向任何第三方透露。

全城热恋是本土知名交友品牌，由
常州晚报和中国常州网共同打造，在公
信力和实际效果上深得相亲当事人及其
家长亲友的好评，成功举办过的4届万
达相亲会是名副其实的常州版万人相亲
会。全城热恋还持续开展了 8分钟约
会、大龄专场、海归专场、金融专场、恋爱
训练营、电影约会，还有邮轮专场和骑行
专场、跑步专场等多种阳光精彩的交友
活动。2015七夕，全城热恋大招开始，赶
快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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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观：苏南“小延安”
金坛乾元观，位于茅山东麓青

龙山郁冈峰前，四周青松、翠竹环
绕，一年四季郁郁葱葱。

夏日午后，蝉鸣声此起彼伏，一
阵风过，竹林“沙沙”作响，将乾元观
衬得更加清幽静雅。

这一片清静之地，77年前也让
陈毅一下看中了。

1938年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大雨滂沱，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进
入茅山地区的陈毅，敲响了乾元观
的山门，让人传话给住持：“出家非
出国，传道当传义。”

当时乾元观住持是惠心白道
长，听了巡更道士的汇报后便让送
出一张字条：“云深不知处，只在此
山中。”因时局混乱，国民党、土匪经
常在山中活动，分不清是什么部队，
惠道长不敢贸然接纳，同时出了一
句上联：“鸦啼鹊鸣，并立枝头报祸
福。”陈毅见后马上回字：“燕来雁
去，相逢路上传春秋。”顺带介绍了
新四军情况。惠道长早闻新四军是
仁义之师，是人民的军队，立即吩咐
开门迎接。一见面，陈毅抱拳说：“三
顾道观，三拜三仙山心动。”惠道长
作揖回道：“四咏雄文，四仰四军事
理明。”两人相视而笑，同入观中。

从此，陈毅就将司令部和政治
部设在乾元观的松风阁和宰相堂
内，新四军的报话机安
置在道众学习用的书
房。乾元观成了临时苏
南地区党政军中心，很
多新四军战士称之为
“小延安”，许多重要会
议都在这里召开，新四
军第一、二支队培训班
也在此秘密举办。

惠心白道长自幼出
家，道教文化造诣颇深，
文武双全，刚正不阿，深
受道众和百姓敬重。他
琴棋书画样样皆能，这
与兴趣广泛、气度恢宏
的陈毅很投缘，两人很
快成了知己，情谊日增。

有一次，惠道长与
陈毅边下棋边说起了
自己的身世。陈毅趁机
鼓励他参加抗日，说：
“灵丹可治亡国恨。”惠
道长思考再三，应道：
“醇酒难壮灭寇胆。”说
虽这么说，但他依然带
领全观道众帮助新四
军救治伤员、购买药
品、传送情报。

当年 10月 6日，
驻句容天王寺日军得知
新四军活动情况，直扑乾元观，适逢
陈毅早一天开完最后一次秘密会议
后已连夜转移。日寇扑了个空，只得
抓住惠道长逼问新四军去向，惠道
长任其威逼拷打，一口咬定说：“不
晓得。”在一无所获后，恼羞成怒的

鬼子枪杀了惠道长及11名道士和民
工，并烧毁了乾元观。

今年8月2日，随乾元观现任住
持尹信慧道长指引，记者在大罗宝殿
西侧看到，20年前立起一块“乾元观
道众抗日斗争纪念碑”，以此告诫后人
不能忘记历史。

也有参加乾元观烧杀的日本兵
忏悔这段历史。1992年，当年驻天王
寺山本中队一名叫村田的士兵，随观
光团来中国，他特地赶到茅山，将他
拍摄的多张乾元观焚烧前的照片交
给茅山道院，并叙述烧毁乾元观经
过，表示谢罪。

自1993年起，按老照片原貌，乾
元观重建工程全面启动，已相继建成
大罗宝殿、三茅祖师殿、钟鼓楼等。作
为江苏唯一的坤道修炼场所，乾元观
坤道仙乐团排演的道教音乐，已出访
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尹信慧道长告诉记者，历史上，陶
弘景、康有为等高道名人，曾隐居松风
阁弘道讲学。前年，总投资2000多万
元的松风阁、弘道堂正式按原样复建。

其中 3层 9间 660多平方米的松风
阁，作为茅山书院书库，有望建成国内
品种最全、数量最多的道教图书馆。特
聘的一批文化学者研究员，则向海内
外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架起一座和平
桥梁。 赵鹤茂 孙正飞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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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复建的松风阁

原陈毅司令部驻所松风阁

市财政投入
!"!亿元

推进医疗卫生体制综合改革

本报讯 8月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
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到
2015年底前，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镇居
民基本医保参保人群。在常州，早在
2013年底，我市就出台了覆盖全市的大
病医保制度。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今年
上半年全市投入8.8亿元推进医疗卫生
体制综合改革，加快新农合与居民医保
的整合，居民医保财政补助从350元提
高到400元，受益群众达33万。

今年上半年我市投入资金4.35亿元
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居民医保、
新农合筹资标准和待遇筹资标准分别从
2014年的510元、515元提高到2015年
的560元、600元。职工医保、居民医保、
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率分别
达到89%、73%、81.23%。

为了提升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上
半年投入2.43亿元。其中，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1.21亿元，专业公共卫生机构0.95
亿元，重大公共卫生项目0.21亿元。

为了健全基层医疗体系，投入1.31
亿元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建
设、设备购置、人员培训等，进一步改善
医疗环境，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较2014
年同期增加0.39亿元。

与此同时，还投入0.49亿元用于实
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对非政府开办的
社区卫生机构，财政按照基本药物销售
额的15%给予补助。 !财宣 宋婧"

跨境电商“澳新优选”进驻我市
首家实体旗舰店落户武进万达

本报讯 8月8日，我市首家跨
境电商———澳新优选强势进驻武进万
达，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模式，让市民体
验到了网购的高效便捷和实物体验店
的放心安全，开业当天就吸引了数千
名市民的光顾。

澳新优选隶属于澳大利亚
FIRST SHOPPING GROUP PTY
LTD，是一家专门针对追求生活品质
的人群创建并专注于海外直邮的网络
购物平台。澳新优选与数十家澳洲本
地品牌供应商合作，专营澳大利亚、新

西兰的各种商品：母婴用品、营养保
健、生鲜水果、美容护肤、家居日用、箱
包鞋靴、进口红酒等。

澳新优选武进万达旗舰体验店占
地约 100平方米，引入澳洲、新西兰
商品种类达上千种，其中70%的商品
直接从厂家拿货，通过严格的监管程
序，保证产品的质量。在关税方面，澳
新优选以保税产品线上销售为主，完
税产品现场销售为辅，通过大数据分
析，对“爆款”产品在海外原产地集中
采购，降低产品费用，通过保税区仓库

备货的方式，规避了国际物流的高额
费用和等待时间。

截至目前，澳新优选在全国 50
多个城市开设了50多家实体店。

市商务局副局长邹德英在谈及跨
境电商的发展前景时表示，跨境电商
将改变市民的消费方式，成为市民识
别世界、享受世界的一个窗口。邹德英
还表示，这些跨境电商在把世界的商
品带入中国的同时，也能够把中国的
商品卖给世界。

!小波"

3000多人受训
金坛开展SYB创业培训7年

本报讯 8月5日-7日，金坛
区人力资源考试培训中心及青年创
业服务中心组织的夏季SYB创业
培训班在东城街道华兴、华胜两个
社区开班，近百名青年参加，其中多
为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

SYB参与性强、趣味性浓，深
受青年欢迎。此次培训，学员们系

统学习了SYB创业基本理论、创业
案例分析、创业计划书制订等，并通
过模拟小企业经营实战，深刻体会经
营之道。

金坛自 2008年开展 SYB创业
培训以来，已有3000多人参加培训，
数百名青年通过培训成功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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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米阳光”
西夏墅启动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西夏墅镇日
前启动“一米阳光”志愿服务活动。
“一米阳光”志愿服务整合了社区、

文体站的硬件资源，将健身房、舞蹈房、
电脑室、书画室和图书阅览室对居民免
费开放，由文体站和志愿者进行日常管
理和提供服务。该活动首批已经招募到
95名志愿者，志愿者队伍采取动态管
理，将不断吸纳自愿参加社会公益服务
的人士。

另悉，该镇今后的志愿服务活动内
涵将不断延伸和拓展，将通过平台建设，
让更多志愿者各显其能、各尽其才，让群
众享受到更完善的服务。

!袁文明 周瑾亮"

温泉旅游服务
有标准
本报讯 从安保、组织到温泉服务，

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可循。7日，市质监
局在常州迪诺恐龙谷温泉组织开展
2015年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推进会。

建设于 2013年的恐龙谷温泉，先
后获省级和国家级“温泉旅游服务标准
化”试点立项，于同年 8月正式启动服
务标准化工作。2年来，恐龙谷温泉在加
快软件提升、增添硬件设施的情况下，着
重在温泉服务综合水平和游客满意度上
下功夫，使各道环节都有服务标准。

记者了解到，我市从2006年起就启
动服务标准化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主
导研制《主题公园服务规范》等国家标准
6项，参与制定《旅游企业信息化建设指
南》等行业标准3项，主导研制《住宅装
饰装修服务规范》等江苏省地方标准21
项，创建国家级服务标准化试点7项，江
苏省服务标准化试点12项，并探索推进
了4家市级服务标准化试点建设。

!张海涛 秋冰"

淘宝大学常州电商人才
培养基地落户恒生科技园
本报讯 8日，淘宝大学常州

电商人才培养基地正式落户恒生科
技园。该基地今后将结合常州电商
实际环境将国内外最新电子商务技
能进行落地。

电子商务目前进入沸腾时代，
同时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我市不少
企业在向“互联网+”转型过程中，
都面临着中高端人才的紧缺问题。
淘宝大学作为阿里集团旗下核心教
育培训部门，立足电商及生态圈成
长之所需。从2013年起进入我市
设立“淘宝大学”常州站。目前，每年
通过社会渠道到淘宝大学学习的市

民有数千人。
东方博宜教育咨询江苏有限公司

是淘宝大学在常州的独家培训合作机
构。东方博宜总经理告诉记者，此次设
立人才培训基地后，将着重针对美工、
客服、电商精英类等人才进行技能培
训，将淘宝大学的特色课程结合常州
本地电商的实际情况深化落地，使整
个课程更适合常州本土的电商。

恒生科技园自2013年8月起明
确了“互联网经济产业园”的新定位，目
前常州恒生科技园有电子商务、大数
据、服务外包及物联网四大产业方向。

!黄洁璐"

星级酒店服务进家庭
奥体明都推出“管家三人行”本报讯 连日来，在中央花园、大

成苑、百草园等社区，市民们能看到统
一着装和打扮，三人成行的团队，叩开
市民家门……这是奥体明都国际饭店
的新项目，专业推出高端家政清洁与
管家服务，将星级酒店的优质服务延
伸至家庭。

据了解，“管家三人行”突破传统
的卫生清洁家政服务概念，提供更多
的服务，如上门收送洗衣服、商务订
票、酒店 5公里内送餐、净菜配送和
家庭宴会服务等。同时，他们还秉承着
视业主为亲人和家人的理念，相互之
间关怀与呵护，巩固和发展信任感。
“餐饮服务业在大环境变化下，如

何在突围中做出特色，‘管家三人行’根
据市场需求应运而生……”奥体明都负
责人如是说。“三人行”团队专业服务精

湛，人人都是多面手，背后还有星级酒
店专业规范的技术支撑，能为众多家庭
提供餐饮或上门特制各种家宴，近两个
月来，已有遍布城乡的100多名业主，
体验到这种足不出户的快捷和便利。

据悉，奥体明都先后投入数万元，
对“三人行”服务人员统一进行岗前培
训，配备统一的制服和工作箱，进入业
主家更换工作鞋，并持健康证上岗。他
们还针对不同的区域配备不同的工具
及抹布，各项程序按酒店的做法规范

操作，细节卫生处理到位，赢得了众多
业主的满意和赞誉。

随着不断做大的市场和湖塘、西
太湖等服务联络处的增设，奥体明都
最近又培训30名新成员，扩容“三人
行”团队。同时，总公司江苏华怡明都
集团所辖的10多家连锁店也纷至沓
来学习取经，大家齐头并进，力争做大
做强，让“管家三人行”成为我市星级
酒店服务转型的一张靓丽名片。

!郭辉 黄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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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健康阳光%微马&队在中天体育健身中心成立并举行了开跑仪式' %微马&就是
%

公里慢跑即微型

马拉松'

&$'(

年发源于深圳$以微信朋友圈的方式相互约定在每周日早晨进行%微马&锻炼$最终形成有组织的特色全民健

身队伍' %微马&在诞生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迅速风靡全国甚至国外' 常州健康阳光%微马&队是在深圳微马跑步协会的指导

下$由我市数十名资深长跑健身爱好者及热心企业家发起组织成立' %微马&的宗旨是#公益(平等(健康(阳光$拒绝商业行

为' %微马&的口号是#微马(微马$为健康加码) 魏作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