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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晚报》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健康公寓6/6 楼中楼 19m2/108m2 楼上实用面积70m2中装 车库10.5m2 328万 双学区
将军园4/6 1/1 51.06m2 精装 68万
新建同业楼1/车 3/阳 123m2 精装 南车库38m2 启秀学区房 215万
凯旋花园2/6 4/2 176m2精装 南车库25m2 280万
盛和楼4/5 3/阳 143m2 精装 车库14m2 330万
外滩花园2/电 2/1 89.14m2已坯 车库13m2 158万
瑞园3/电 3/1 110㎡ 车库8.5m2毛坯 启秀学区 248万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18912270383 13057019586家乐中介

时代悦城 9/18 3/阳光厅/2 142m2 有车位 新坯房 350万
百昌晏园（二附学区） 2/6 3/1 125m2 425万
檀墅 1-5层 6/大厅/3 397m2整体5层、精装、直接入住 680万
星光域 13/电 3/阳光厅 96m2+储藏室+车位 新坯房 255万
城山隐洋楼 3/6 2/阳光厅 100m2 有车位 新坯房 338万
永兴花苑 1/车库 3/1 91m2+10m2车库 130万
金石大酒店公寓楼 2X/电 1/1 68m2 豪装 拎包入住 88万
健康公寓车库 31.3m2 26.8万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15862700643久和中介 天安中介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第九园单体别墅 1-3/3单体别墅 547.8m2 带地下 毛坯 有电梯 799万
第九园大平层 9/11 五室阳光厅 244m2毛坯（门对门有两套） 285万
天安花园 4/6 三室阳光厅 135m2地下车库18m2豪装 景观房 空学位360万
南方公寓 8/15 三室二厅 148m2汽车位1个 豪装 三中空学位 242万
江景苑 2/18 二室一厅 88m2车库17m2精装 188万
中南世纪花城 13/30二室二厅 117m2豪装 景观房 二期 275万
华雅苑 5/6 二室二厅 100m2南车库20m2 豪装 178万

吉缘中介 孩儿巷南路62-副2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银河中介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新桃园 6/6 107.5m2 3-1 简装 169万净
檀墅别墅 366m2+赠送 毛坯 二个车位 边户 798万
金桥园 5/5 100/129m2 车23m2 精装 185万
任港路口5/5 61m2 2-1 毛坯 115万净
姚港路8号 6/6 64m2 2-1 中装 105万
金鼎湾3/电 184m2 精装修 4-2 460万
起凤园6/6 71m2 2-1 精装 地铁口 82万

吴中豪景华庭5/电4室2厅2卫142m2 豪装含车位 329万
华强城1号楼4/电4室2厅2卫143m2 毛坯含车位 330万
星光域1楼4室139m2 毛坯有小花园【阳光好】含车位 316万净
北园新村2/6层3室2厅1卫114m2 精装车库14m2 215万
城南新村2/6层2室一厅64m2 新精装有大平台 118万
郭里园5/6层3室南L厅121m2 装潢车库8m2 三中学区房175万
万濠世家底层108m2 南北通透装潢有个税 185万净
凯旋花园8/电3室2厅2卫130m2 精装车库13m2 220万

城南小学对面
15950810021 15962750368梦路中介天苑中介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15862825879 无忧谷房产 中天福邸3幢103号
18962871416 17805058509

银花苑稀缺户型 四房朝南 满五唯一 价格美丽
二附 启秀学区 白家园 5楼 2-1-1 68m2 精装修 233万
青年路 办公装修 6/6 918m2 400万
星光域洋房 底楼带院子 175m2 490万 含俩车位
东郊庄园联排别墅 1/3层 312m2 448.8万
亚太苑电梯房 150m2 398万
万科白鹭郡别墅有350m2 2个车位 580万
低于市场价出售方大花苑 72.60m2 中装 满二 无大税 急售 全款88万 贷款90万

光明南村6/7 2－2 100m2 中等装修 朝晖一附启秀双学区 158.8万
光明南村5/6 2－1 65m2中等装修 朝晖一附启秀双学区 126万
光明东村4/6 2－1 64m2全新装修末住人 启秀空学位 129.8万
光明东村1/车 3－2－2 134m2车16(北) 精装 启秀空学位 218万
光明东村6/车 楼中楼 130/170m2 南汽车库23m2启秀空学位 268万
濠河经典苑7/电 2－1 115m2 精装 启秀空学位 352.8万
晏园2/车 3－1－1 126m2毛坯 482万

星光域1-2复式建263m2有院子有地下室毛坯光线好 位置佳特价 460万
二附启秀双学区房：润友大厦16/18楼 建180m2中装 438万
森大蒂 5/车 3-2-2 116m2 精装修汽车库24m2 城中三中二附叁学区房 300万
文峰路17号底楼带院子 建81m2采光好城中三中双学区房 245万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文峰路17号5/5楼 上40m2/下78m2 简装 合用车库 235万
白家园4楼建43m2 装修清爽 二附启秀双学区房 170万净
中桥名邸9/18 建82.65m2+地下一层车库12.89m2两室朝阳毛坯急售 130万净

顺和房产 中南世纪城1号楼112室
18796152666

凤凰莱茵河畔(一附一中学区房) 面积178.5m2 +13.8m2 赠送面积 中低层楼王位
户型方正 得房率超高 售价568万
中南世纪花城 面积175m2 前排 采光很好 户型好三房朝南 售价438万
中南世纪花城(顺和独家) 面积97.28m2 一期前排 全天采光 不靠高架 拎包入住 售价225万
中港城 面积108m2 精装修 南北通透 带产权车位 售价230万
郭里园紫琅苑（三中学区房）面积102m2+70m2 阁楼 适合3代同堂居住 房东诚售 售价180万
郭里园新村（三中学区房）面积68m2 清爽装修 房东诚售 售价138万
星光域 面积124 采光好 该小区内最具性价比的一套 售价240万
恒盛豪庭 面积111.16m2 精装南北通透房东诚售 售价210万
景瑞望府 面积129m2 交通方便性价比高高层首排全天采光 售价272万
濠西园 面积128.8m2 精装大三房送车库家具家电齐全 售价208.8万
华强城 面积86m2 带花园30m2院子精装采光好 售价188万
银花苑（城中、三中学区） 面积108m2 无大税单价仅2.3万 售价250万
南园20号（城中、三中空学位） 面积68.96m2 稀缺学区两房 售价230万
东苑小区（二附、城中、三中空学位） 面积97m2 中间楼层采光好 售价285万
橡树湾（能达、东方学区） 面积128.67m2 环境好自带幼儿园 售价248万

买房卖房 顺和帮忙

推迟一年对老将会不利

备战奥运会的一拨南通籍国手中，石高
峰、李彤是两员老将，对他俩来说，东京奥运
会推迟到明年举行，体能和状态将成为一大
考验。

今年32岁的李彤，是中国激流回旋皮划
艇队女子皮艇国手，登上东京奥运会殿堂是
她的最大梦想。正因为有这个信念作支撑，
四年前李彤落选里约奥运会参赛阵容后，仍
然留在国家队，为争夺一张东京奥运会入场
券而拼搏。

去年秋季举行的世锦赛，李彤表现不俗，
她和队友为中国队夺得一个女子皮艇项目的
奥运入场券。根据中国队决策层的决定，代
表中国队参加奥运会女子皮艇比赛的一名运
动员，将在李彤和队友许艳茹之间产生。为
了在PK战获胜，近几个月李彤先后在攀枝
花、迪拜训练。如今，东奥因疫情推迟一年，
这对三十有二的李彤来说，将是一个新考验，
因此许艳茹比她年轻几岁，在保持状态方面
稍占优势。李彤能否战胜新的挑战，祝愿。

如果不是疫情因素，石高峰所在的中国
男子重剑队能否参加东京奥运会，答案已在
上周日揭晓。近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致使击剑等项目的奥运积分赛停摆，奥运积
分赛何时恢复，目前是个疑问。和李彤一样，
年龄是石高峰的一个不利因素，27岁的他是

目前中国男重四大主力中的大哥。即便中国
男重获得奥运入场券，他也需要和其他3名
队友一起竞争属于中国男重的3张奥运会入
场券，如今东奥推迟，对年龄偏大的石高峰来
说，至少不是一个好消息。

对两位世界冠军反而利好

石宇奇和丁倚亮是3位南通籍现役世界
冠军中的2位，根据他俩目前面临的形势分
析，东奥举办时间推迟到明年，利大于弊。

去年7月，石宇奇参加印尼羽毛球公开
赛时左脚踝部扭伤，导致韧带严重撕裂。伤
病让石宇奇休息了百余日，当时正是奥运积分
赛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去年10月底，石宇奇
伤愈复出时，其奥运积分排名已掉到第56位，
距离进军奥运会合格线（前16位）有很大距
离。过去几个月，石宇奇克服体能、球感等不
足的劣势，连轴转地参加了七八站比赛，本月
中旬他的奥运积分排名上升到第11位，获得
奥运入场券概率很高。不过，根据石宇奇在
近几次国际比赛的表现可以看出，他目前的实
力距离顶峰时期尚有一定距离，一周前举行的
全英赛完败给丹麦名将阿塞尔森就是明证。
此时，国际奥委会决定东奥赛期推迟，腾出的一
年时间，为石宇奇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去年6月，丁倚亮和两位队友联袂夺得
世锦赛男子反曲弓团体冠军，实现中国男子
射箭世界冠军零的突破。不过，五个月后中

国射箭队确定了奥运会选拔阵容时，丁倚亮和
另一名世界冠军冯浩却落选。记者了解到，丁
倚亮落选原因是去年他在一些比赛中个人名次
欠佳，考核分不高导致他未能成为中国男队8
名选拔队员之一。如今，东奥开战时间推迟到
明年，这一变动自然增加了一些变数，一旦奥运
选拔队里有队员出现状态下滑的迹象，丁倚亮
就有可能晋升到奥运选拔队。

孙炜翟晴苇几无影响

相比之下，东奥赛期推迟对体操世界冠军
孙炜和女足国脚翟晴苇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

过去两年，孙炜作为中国男队体操队一员，
为国家队先后夺得世锦赛男团冠军、亚军立下
汗马功劳。孙炜是目前中国体操队不可多得的
全能型选手之一，东京奥运会体操团体赛的规
则，决定了全能型选手成为各队的香饽饽，加上
25岁的孙炜正处于当打之年，今后一年他只要
做好两点——保持状态、不出现伤病，进军东京
奥运会几无悬念。

翟晴苇是中国女足的新生力量，去年9月她
首次入选国家队，近几个月凭借不俗表现已经成
为国家队主力左后卫。如果亚洲区预选赛赛程
不再发生变化的话，6月份翟晴苇将代表中国女
足与韩国队争夺一张奥运会入场券。目前24岁
的翟晴苇是通籍国手中的一支新股，一年后的
她，有望成为一支绩优股。 本报记者王全立

家住崇川区文峰街道颐景苑的张选富
是一位远近闻名的环保达人。近几年来，
他变废为宝，将收集来的废酒瓶、被丢弃的
礼品盒等材料制作了七八十盏精美的台
灯，将环保精神融入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昨日，记者走进张选富家，映入眼帘的是
造型各异、制作精美的灯具。“酒店里经常有
废弃的酒瓶，我就拿回来作为灯架子。”老
人笑着说，“有时候看到一些打包盒我也会
拿回来，经过一些加工之后可以固定灯罩。”

接通电源后，每盏灯透过色彩斑斓的
灯罩，散发出柔和的光芒。“这些灯罩上的
字画也都是我自己创作的。”老人曾做过美
术教师，对灯罩的样式设计有自己的想
法。“价值观”的灯具上印有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这24个字的字体就
是特意临摹了宣传墙上价值观内容的字体
样式。”老人兴致勃勃地介绍。

“上世纪60年代我在通玻二厂，当时

是用煤炭烧制玻璃，污染大，能源利用率也不
高。”张选富说，当时他尝试将煤气代替煤炭，
个把月试验后大功告成，从此通玻二厂全部改
用煤气烧制玻璃。“更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后来
我的这项革新在全市同行业普及推广。上世
纪70年代末，我获得了市‘双革试新’成果奖
呢。”说这话时，老人一脸的自豪。

“虽然之前曾在社区办过展览，但还是想
把这些灯具再展出向社会宣传垃圾分类与环
保的重要性。”老人希望有好心人可以联系博
物馆，愿意将自己视若珍宝的灯具全部捐赠展
出，宣传环保低碳的精神。

本报记者蒋娇娇 本报实习生张妤姝

东奥推迟，南通国手利弊如何？
老将体能面临考验，石宇奇赢得恢复时间

环保达人有妙招 空酒瓶变台灯

24日晚，国际奥委会经与2020年东京奥组委协商后，决定将东京奥运会推迟到明年
举行。奥运会与世界杯足球赛、世博会并称世界三大盛会，引以为豪的是，1992年以来举
行的7届奥运会，南通籍体育健儿创造了“届届夺金牌”的国内地级市个例。推迟一年举
行的东奥，对正在备战中的几名南通籍国手，会产生什么影响？

张选富展示自己制作的台灯。蒋娇娇

晚报讯 又是一年春来到，千帆竞渡
看今朝。为给学校首届中考毕业班的学
生树立奋力拼搏的信念，以昂扬的斗志、
饱满的热情去冲刺中考。近日，启秀市北
学校初三师生齐聚“云”端，在线上举行
2020届中考誓师大会。

对于今年的毕业生来说，是个不寻常
的年份。然而，“线上课堂”让自己“停课
不停学”，老师辛勤的付出，让自己的内心
更加的笃定。线上誓师大会在庄严的国
歌声中拉开序幕，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
雄壮嘹亮的国歌，让与会的每一个人心中
都激荡着浓浓的爱国情感。初三年级王
思彤同学的学子畅言诠释着一百多名初
三学子的光荣与梦想，激起了同学们强烈
的认同感和奋进的真切愿望。随后,部分
学生家长通过镜头表达了美好祝福，希望
孩子们要坚定信念、放松心态。杨志冲校
长对初三学子提出了殷切希望：奋斗的大
幕，已经拉开；未知的胜境，等你探访。大
家在特殊的时期更应该“疫”往无前,迎难
而上,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中考,冲刺
梦想。初三学生在班主任的带领下进行
了线上宣誓活动。同学们用铿锵誓言见
证奋斗的信念，点燃决战六月的烽火。

记者徐培钦

晚报讯 23日，海安市实验小学的少
先队员们在各自的家中佩戴着红领巾，抬
头挺胸，面对电脑、手机屏幕，他们神情庄
重，与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丰源口镇金盆
八一完小的1000多名少先队员们一起参
加升国旗仪式。

距海安实小与金盆八小少先队结对已
经一个多月。在一个多月的结对交流、沟
通中，双方少先队员培养出了真挚的感情。

海安实小的赵雪吟同学在一篇文章中
写道：“一聊上天，就感觉我们像是很久未
见面的老朋友，我们聊各自的学校、同学、
兴趣爱好，想不到我们俩居然有很多共同
爱好，都喜欢看故事书、画画、玩魔方，真的
是有说不完的话。金盆八小的谭品杨小哥
哥，在疫情严重的城市他还反过来安慰我，
我很感动。”

据了解，双方结对以来，双方共同创建
微信群，发出倡议书，除了共升一面旗外，
还将同上一节课，并通过书信、手绘以及音
像等方式，互送祝福，互传真情。

记者沈樑 通讯员徐吉元

启秀市北学校
冲刺中考“云誓师”

情系红领巾
苏鄂一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