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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讯（章小琴）12月 3
日，枫桥街道开展 40周岁以
下社工业务能力考试活动，所
辖各社区、社区服务中心近
60位年轻社工参加考试。根
据年初的“全科社工”培训计
划，枫桥街道社区管理中心同
苏州技师学院已联合举办了
8场业务知识能力综合素养
提升培训，截至 11月底已全
部结束。

此次业务考试作为“全科
社工”技能赛之一，旨在让各
社区年轻社工通过理论学习
和成果总结将实操与知识真
正的融会贯通。

近年来，枫桥街道社管中
心多次牵头组织“全科社工”
系类的集中培训，着力打造

“一窗受理，全科服务”的社工
培养模式。随着“全科社工”
模式的不断深化创新，社工由
“一岗专职”向“多岗全能”工
作模式的转变成效明显。同
时，智慧社区积极寻求创新发
展，探索实践“互联网+政务
服务”新模式，着力构建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政务服务体系。

街道相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他们将通过“住枫桥”App
平台建设，深度融合省市基层
政务服务“一张网”，为社区的
“全科服务”提供技术支撑，街
道也将针对信息化建设操作
知识与业务政策知识等对青
年社工进行综合培训，真正实
现“一人一窗”能办理所有业
务。

“一人一窗”办理所有业务
枫桥街道着力打造“全科社工”培养模式

苏报讯（陈峰）近日，苏州
市委宣传部与苏州市文明办
联合下发《关于扶持 2019年
度“家在苏州·e路成长”未成
年人社会实践优秀体验站的
通知》，苏州科技城医院医学
体验基地成功获评A类优秀
体验站。

据悉，该院于去年 11月
获批成为“苏州市第五批未成
年人社会实践体验站”。运行
一年来，该院通过“成长苏州”
平台发布活动 30余场，吸引
来自苏州大市1000余组家庭
走进医院开展医学体验活
动。值得一提的是，该院在平
台评分始终维持在5分满分，
是鲜有的仅运维一年便跻身
A类的体验站。

苏州科技城医院自 2017
年5月开展“打造未成年人医
学院”的公益实践，积极结合
健康日与时事热点开展未成
年人医学科普与健康教育工
作，通过院校、院媒合作，以该
院全国首发的“医学体验护
照”为载体开展医学体验课
程，并已成为“江苏省健康促
进医院”与“苏州市健康教育
与健康促进基地”。

“以未成年人为核心开展
家庭式的医学科普教育能够
有效推动健康知识的传播，我
们还将继续坚持开展此类公
益项目，助力‘健康苏州’建
设。”苏州科技城医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

加强未成年人医学科普教育
苏州科技城医院获评市A类优秀体验站

苏报讯（人才萱）为进一
步落实《关于扶持苏州科技城
（东渚街道）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发展的实施办法》，日前，苏
州国际科技人才园（以下简称
“人才园”）与Office++联袂全
球首发启动仪式及实施办法
演示说明会在人才园举行。

会上，苏州科技城首席人
才官王澜为在场的企业人力
资源代表介绍了苏州国际科
技人才园的相关职能，并解读
了《实施办法》。办法中明确，
科技城入驻企业通过苏州国
际科技人才园运营平台实施
引才，每家企业可获得年度总
额不超过 10 万元的引才奖
励；入驻人才园的人力资源机
构通过苏州国际科技人才园

运营平台帮助科技城企业引
才，每家机构可获得年度总额
不超过50万元的引才奖励。

据了解，Office++是一个
猎企增值服务平台，通过“滴
滴模式”平台技术，整合企业
猎才需求，实现猎企间的合作
与协作，以及猎头业务的全方
位在线管理的 SaaS服务，并
通过“线下业务支持服务”，为
猎企带去更多的商业机会。

未来，人才园将进一步吸
引国际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入驻，促进专业与产业对接，
优化高层次及高技能人才供
给能力，探索与专业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融合提升服务内涵
及全产业链服务，打造国际化
人才产业高地。

打造国际化人才产业高地
人才园上线“滴滴模式”猎才平台

苏报讯（施天玲）作为江苏
省内率先迈入 5G正式商用的
城市，苏州5G基站建设正快速
推进（据相关消息，截至 10月
底苏州全市已建成近 4000个
5G基站）。随着 5G建设在国
内全面展开，5G设备各大供应
商也正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日前，浒墅关经开区企业苏州
安瑞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配合
5G基站建设的两个数据中心
在苏州建成。该公司国际领先
的模块化数据中心再一次走在
聚光灯下。

11月初，安瑞可两个用于
配合江苏移动 5G宏基站的模
块化数据中心分别在南施街和
群策生活园区建成。位于南施
街的模块化数据中心里两个方
方正正的铁柜立于绿化区域
内，占地仅数平方米，往来行人

很少会给予专门的定格。没人
会想到，这其貌不扬的柜子居
然是 5G 信息处理的大脑中
枢。据 5G国际标准制定组织
3GPP给的解释：5G最高数据
传输速度达到 20Gbps，也就是
说，一部高清电影大片，只需要
几秒钟就能下载完成。为了处
理各种数据，未来速率百倍提
升后，终端将是一个接收设
备。海量数据和计算都交给
“云”去运行，“云”就是数据中
心，相当于 5G时代的大脑中
枢。

目前，移动公司正对基站
设备展开测试。伴随基站的运
行，安瑞可数据中心很快将投
入使用。与此同时，安瑞可与
江苏联通的合作也在同步开展
中。安瑞可创新研发的模块化
数据中心是对传统数据中心的

一次领先突破，对数据中心制
冷节能技术进行了颠覆式创
新 。 其 利 用 “air moving 技
术”，有效降低数据中心的能
耗。模块化设计更具有小型、
便携等优势。在国际同业内，
安瑞可产品的先进性遥遥领
先。安瑞可数据中心可将PUE
值最低降至 1.10。据了解，
“PUE”是评价数据中心能源效
率的指标，越接近 1表明能效
水平越好。

据安瑞可董事长丁志永介
绍，安瑞可的模块化数据中心
比传统数据中心节省大约40%
的能耗：“传统的数据中心利用
空调散热，输入 10kW的电能，
其中 4kW 用在空调制冷上。
而安瑞可的产品在输入同样电
能的情况下，将至少有 9.5kW
的电能实际运用于基站。通常

只需运行三到四年，就能省出
一个数据中心的投入成本。”安
瑞可的创新之举更在于将 air
moving技术融入模块，构建出
新一代全模块化数据中心。
模块化数据中心契合了 5G时
代高密度、高速率的特性。不
仅具有高能效，还具有高拓展
性，能更快部署，按需灵活扩
展……创新模块化数据中心
具有高密设计，单机柜可以从
5kW 到 35kW，组合模块可以
从 5kW 到 350kW。具有极强
的扩展性，可以从小到大，也可
运用于室内或室外，部署搭建
仅需 6天，远远快于传统数据
中心6个月的工期。模块化的
优势还包括占地空间极少，一
台 15kW数据中心占地仅 3平
方米，而同等功率的传统数据
中心，至少需 15-20平方米的

占地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该
产品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可
节约用电、节省建筑成本和水
系统成本。

拥有属于自己的“云”，不
再是奢望。安瑞可研发团队的
新方向是将数据中心不断缩
小。目前安瑞可成功开发了一
台可放置于办公室的数据中
心，这台 3kW的数据中心占地
不到1平方米。外部为木制柜
体，看上去像一件普通家具这
样的产品放在办公室也不影响
正常办公。“小型模块化数据中
心为我们接下来的 5G生活提
供了新的构想。它将满足普通
家庭自己建一个‘云’的奢望。”
丁志永说：“届时，人们只需要
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建一个属于
家庭的‘云’，用于智能家居应
用、储存照片等等。”

模块化设计、占地面积小、可节省40%能耗

安瑞可公司数据中心助力5G商用

苏报讯（费黎芹）近日，通
安镇首届社区创新治理服务
月开幕式暨社会组织嘉年华
活动在华通四区市民广场顺
利举办，来自华通花园第一至
六社区、新街社区的400多名
居民参加活动。

开幕式上，共有 12家慈
善行项目、9家入驻社创空间
的社会组织签约。慈善行签
约项目既有面对各个年龄层
次实实在在的服务又有社区
志愿力量的凝聚打造。前期，
通安镇社创空间启动了首批
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工作，通过
招募宣传、社会组织的咨询以
及入驻评审工作，筛选了9家
优秀的社会组织团队，包括居
家养老、技能培训、艺体学习

等领域，进一步壮大了社会公
益力量。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分
享项目成果，发布社区创新治
理活动，更好地让公益创新精
准发力，服务民生。

近年来，通安镇因势利
导，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下的社
会组织参与社区社会治理新
模式，聚力抓保障、促规范、谋
创新，努力推动社会组织有序
参与社区治理。通过不断提
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
能力和水平，着力推进社会组
织健康发展和社区公共利益
最大化，有效促进通安社会组
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社区治
理和服务模式逐步向非行政、
多元化、专业化转变。

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通安镇首届社区创新治理服务月开幕

身边的榜样身边的榜样

法院工作人员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纲要》等学习材料交给解玉成。

入冬以来，天气渐冷。高新区各地的山体、公园、绿化带等处的植被层林尽染，似调色板一样五彩缤纷。走进通安镇通浒路，苏州有轨电车2号线列车在“真山真水
园中城”里穿梭往来，在冬日暖阳下掩映着片片金黄，呈现出一幅别具一格的美丽画卷。 □丁达祥 文/摄

一树金黄一路景一树金黄一路景

苏报讯（杨扬 艾家静）“跟
党走、听党话，永远不会错！”今
年 10月 1日，解玉成与家人早
早围坐在一起，观看阅兵式直
播。已近鲐背之年的他激动得
热泪盈眶，反复念叨着这句
话。“国家强大了，老百姓的日
子才好过。”从亲身经历的解放
战争到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这
位党龄 71 年的老战士、老党
员，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向我们
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对“初心
与使命”的理解。

入党誓言
藏着他的初心

1931年 8月，解玉成出生
于南通海安，16 岁就外出谋
生，当时的社会一片混乱，在几
个老乡的鼓励下参了军。他清
楚地记得1947年6月参军那天
连长和他的对话：“为什么要参
军？”“为了以后过太平日子！”
“你怕不怕死？”“我不怕！”

1948年 3月，因为表现优
异，不满17岁的解玉成成为了

一名共产党员。
“当时共产党员的身份是

不能公开的，只要被抓到就要
被枪毙，所以当年的一切（文书
材料），组织上为了保护我们，
都已经悉数烧毁。”据他回忆，
“入党的那一天，我们连里七八
个党员，秘密走到乡下空旷的
地方，由连长宣布我成为一名
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我有记
忆以来最高兴的事情了！”

捷报频传
印着他的使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也没有我的今天。”解玉成
不忘自己的使命，是因为在那
一百多场战斗中的日日夜夜。

“1948年到1949年都在打
仗，1948年是最苦的一年，几
乎没有停过，国民党21师围追
堵截我们十多天，千方百计要
消灭我们。”他仿佛陷入回忆，
嘴唇嚅动：“有一次跑了一天一
夜，就想烧顿晚饭吃，可谁知
道，米还没有淘好，敌军又追过
来了，只能继续跑。”

老人感慨道，现在电视里
都说打不过就跑，可是当年的
我们没有地方跑啊。说到动情
处，他的双眼在平静之下显现
波澜。“记得渡江那一次，敌军
在江里放了铁丝网，网上还放
了钩子，只要你想渡河，一下到
水里就上不来了。那段时间，
我的衣服从来没干过，到后来
身上的衣物只剩下了一条短

裤。”那时候不是不怕死，而是
累得根本没有想过死这件事
情，也就是那一次，解玉成立了
二等功。

传承精神
做一辈子法院人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
任何工作的开展都绝非易事。
原本可以去新疆学习的解玉成
一心就想积极投身到新中国建设
当中去，于是，他转业做了法官。

“什么是法官？”这可让解
玉成犯了难，“那时候通讯基本
靠吼，办案基本靠走。我就带
着分配来的书记员，跑遍了各
个基层学习怎么当法官，自此
走上了这条法院人的道路。”

在大女儿眼里，父亲是个
忙到没空顾家、一心扑在工作
上的人，在民庭的时候经常要
带头去乡下劳动、蹲点，常常早
上出门，深夜难归，有的时候，
为了办个案子，十天半月都回
不了家。“多年之后，我才明白，
除了正常工作之外，对自己严
格要求的父亲经常在单位加
班，利用休息时间恶补法律知
识，为干好工作打下坚实的法
律基础。”解玉成的女儿常常
说，家有老党员，似有明镜悬。

“父亲一辈子信仰共产主
义，从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
影响了我们，教会我们在工作
上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据孩
子们说，现在老人家年纪大了，

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和孙子辈
的小娃娃讲述当年当兵打仗的
经历。“别的都能忘，革命精神
一定要传承下去！”

念念不忘
信仰必有回响

1990年10月，解玉成于苏
州市郊区人民法院（今苏州市
虎丘区人民法院）离休。他荣
获了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荣誉
证书，表彰他为我国社会主义
司法建设作出的贡献。

如今，离开工作岗位多年
的解玉成已近鲐背之年，仍然
坚持看报读书的习惯，每每看
见关于法院的信息都格外留
意，每次干警来探望的时候都
会询问关于法院现在的状况，
当年轻干警送学上门，他总是
要拿出最新鲜的水果招待，还
开玩笑说：“这是我的小老师，
我要拍拍他们‘马屁’呢！”

青年干警说：“解院长您真
是认真呀！”“学习一定要学到
底，我年纪大了，行动也不方便
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活到老，学
到老！当年我们一个连就一套
爱国主义教材，战友们常常围
坐在一起上党课，现在每个党
员都有学习材料多幸福呀！”

信仰，不是虚无的空谈，71
年党龄见证了岁月的洗礼、苦
难的磨砺，彰显了依旧不改的
初心、不变的本色。这份宝贵
的精神财富，从不会被历史的
烟云和喧嚣的尘世所掩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