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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公寓11/13 3/2 145.69m2 精装 汽车位另算 362.8万
佳成花苑5/6 2/2 95m2 精装 车库13.7m2 17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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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港路22号3/6 3/阳 125m2 车库15m2中装 170万
外滩花苑2/16 3/1 115m2车库17.4m2 阳光好 198万
万濠华府底/19 3/1 157m2大花园 地暖 豪装 410万
黎明花园2/车 3/阳 134m2 精装 南汽车库 2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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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2944561久和中介 天安中介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世濠花园 6/20 二室二厅 92.5m2 豪装 158万
晏园 2/5 三室一厅 153m2车库15m2毛坯 二附学区房 景观房 485万
华雅苑 5/6 二室二厅 100m2南车库20m2 豪装 178万
第九园单体别墅 1-3/3单体别墅 547.8㎡ 带地下 毛坯 有电梯799万
九玺台 301/ 三室阳光厅 143m2精装 2个汽车位 450万净得
华辰大厦 8/32 办公楼 190m2办公装修 155万
苏建花园城 16/16楼中楼 143+138m2汽车库28m2车库15m2豪装 31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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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七星花园 29/30 144.54m2 3-2-2 精装420万各付
佳期漫 5/18 122m2 4-2-2 精装 282万净
城市嘉苑 8/11 144m2 3-2-2 豪装 418.8万 车位另算
万科濠河传奇 7/电 52.6m2 2-1-1 精装 132万净
星月花园 2/20 105m2 3-2-1 毛坯含9m2车库 168.8万
金鼎湾花园 2/电 154m2 3-2-2 豪装 385万
天润家园 1/车 98m2 3-1-1 中装 195万含30m2车库

碧桂园5/电4室2厅3卫精装203m2楼王位置急卖 350万
阳光花园6/6层65平/108m2品牌精装车库12m2 168万
景华城4/电3室2厅121m2纯毛坯满2年启秀学区 222万净
银花苑3/6层4室1厅2卫中档装潢159m2车库25m2 400万
南川园底楼2室1厅71m2院子现浇2间可做店面 158万
军山半岛洋房1-2/6层220m2半地下室100m2大院子 358万
中南世纪城11/电3室2厅2卫169m2精装有车位 398万净
金水湾洋房4/5层3室2厅2卫139m2毛坯车库18m2258万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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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2291839 13914399551

工农路28#（文峰旁）3/3 60m2/60m2 278万
王府公寓 1x/30 107m2 326万
北阁 1-4层 320m2 550万
望江楼 3/7 78m2 280万
中天府邸 1-2Ｆ 90m2/90m2 280万
望江楼 1/7 62m2 240万
华强城洋房多套 158m2 520万-600万
华晨大厦 10Ｆ 156m2 158万

光明东村1/车 3-2-2 143m2 车16m2 精装 启秀空学位 230万
光明东村6/车 楼中楼 130/170m2 南汽车库23m2 装修 启秀空学位 268万
光明南村5/车 2-2 100m2 装修 启秀空学位 190万
锦安花苑8电 楼中楼 74/143m2 南车库22m2 汽车位 338万
学士府28/电 2-1 76m2 精装修 一附一中双学位 160万
郭里园新村4/5 2-1 72m2 车12m2 精装修 160万
城南新村5/6 2-1 62m2 精装 朝晖一附学区房 108.8万

金鼎湾中上层/电梯 建185m2+汽车位 精装 470万净 无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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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仙花苑4/6楼建 130m2+大小车库中装 280万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文峰路黄金楼层 黄金位置 建91m2户型很好 4室2厅1卫毛坯 275万
文峰路17号底楼带院子 建81m2 采光好城中三中学区房 245万
吴中豪景华庭电梯中层 精装修很好 房东诚心出售 100m2 228万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文峰干休所2/6楼 建66m2中装 208万净

顺和房产
天虹花园 234m2 全天采光 豪华装修 诚购价可谈 498万
海棠花园 112.24m2电梯房 自带20.63m2车库 采光无敌 200万
桂花小镇 92m2 黄金楼层 精装 视野开阔 208万
香溢紫郡 89m2 中间楼层 全天采光 满二无税 171万
中南世纪花城 140m2二期前排东首户 全天采光 342万
时代悦城 114m2开发商精装 性价比高 250万
军山半岛上叠 203m2户型方正 南北通透 前后无遮挡 性价比超高 305万
佳期漫别墅 101m2+57m2地下室 崇川区最便宜的别墅 含2个车位 投资养老都适宜 500万
中南世纪花城 121m2 婚房装修 中高层视野开阔 305万
东升花园 152m2含车库24m2市三中学区 稀缺4房 全天采光 308万
帝奥世伦名郡 126m2 户型方正 南北通透 前后无遮挡 远看狼山 289.9万
帝奥世伦名郡 132m2 毛坯 诚售 270万
中南世纪城（公寓）45m2全天采光 中创区 诚购价可谈 68万
金水湾花园别墅 246.42m2带阁楼送一个产权车位 同小区唯一在售联排 648万
万达华府 122m2楼王位置 通透3房 50万豪华装修 298.8万
金飞达名郡 88m2 市中心电梯房 前排采光无敌 急售 184万

买房卖房 顺和帮忙

中南世纪城5号楼101
18796152666

赵启明今年78岁，他是第五套人民币
10元券“长江三峡”图案的雕刻师，这张人民
币2002年在世界货币会议上被评为“国际最
精美钞票”。经上级准许，他名字的拼音缩写

“ZQM”作为10元人民币的防伪暗记，成为
钱币发行史上的佳话。而传承了父辈艺术造
诣的赵樯是国内著名钱币设计师，其代表作
品为北京奥运会金币，上海世博会金银币，从
2011年起，他更因多次设计中国熊猫金币而

受到收藏者喜爱。
去年，在海门市首届江海文化旅游节的

活动之一——第六届张謇文化艺术周上，赵
启明“张謇事业友人”画像展在状元故里常乐
镇展出，这批被称为“张謇朋友圈”的作品让
现场观众大饱眼福，而他也将37幅画像全部
捐给了张謇纪念馆。

牵挂家乡变化，助力家乡发展，这是因为
赵启明对海门有着深厚的感情。

赵启明出生于海门包场河塘乡，7岁起在新余
镇小学读书，他的名字是当时校长张翰林起的。
让赵启明记忆犹新的还有割不断的亲情，祖父母
和叔叔等家人都成了自己画作中的人物。幼时长
辈慈爱的场景，成了他一生奋进的原动力。

受到父亲的感染，赵樯对家乡的感情同样
很深。家乡是游子一生的牵挂，能为自己的家
乡做些贡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本报记者张坚 龚丹

“希望大家能不怕烦琐、沉得住气、勤学
多问，在南通电信开启你们新的人生之路。”
9日上午，在中国电信南通分公司五楼培训
室里，王晔为新员工送上入职的第一课。

2001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王晔带着梦
想踏入南通电信公司，从一线营业员逐渐
成长为店长、渠道支撑经理，王晔初心不
变，在抓好业务、做好服务的基础上，帮助
团队提升技能、门店提升产能。

2008年，电信公司正式开启全业务经
营时代。王晔从众多营业员中脱颖而出，
成为南通电信南大街店的首任店长。“面对
角色的转变，如何带好团队成为工作重
心。”王晔回忆说，刚刚承接CDMA网络业
务时，南大街营业厅人如潮涌，日排号量最
高达八九百号，“安抚客户、指导员工、调度
现场等等，来不及吃饭成为日常。”也正是
她的亲力亲为，激励着整个团队“撸起袖子
加油干”，客户满意度也逐渐提升。

随着网络业务的迅猛发展，电信业务
的触点也迅速向街道社区延伸。2015年
下半年，王晔成为公司渠道支撑经理，学
习、备课、培训，成为王晔的常态，“王姐”

“王老师”成为大家对她的称呼。据统计，
近年来，南大街营业厅共输出管理人才50
多名、代培营业员300人次，有效增强了市
区各门店的整体服务能力和战斗力。

每周四晚是王晔固定为大家进行培训
的时间。王晔利用网络平台，将最新的政
策变化、业务办理技巧等输送到一线，以便
让大家能更好地为电信用户提供服务。

王晔的“课堂”不仅为员工开设，她还
牵头组织开展了老年人公益课堂。“我们在
实践中发现，很多老年人对智能手机、软件
运用等方面有很强烈的需求。”于是，“智能
手机应用辅导站”“咱爸妈的手机课堂”等
活动陆续上线，“下次课堂将专题教老人制
作微相册、玩转抖音。”王晔透露说。

“用心服务”始终是中国电信的服务理
念，也是王晔从业二十年来不变的初心。
她说，希望自己能带出更多优秀团队，用优
质的服务水平、扎实的业务技能，让每一位
用户体验到电信的专业、实干和真诚，服务
社会、服务人民。 本报记者张水兰

海门肇州园建成在即，公园内建有沈肇州艺术馆

雕琢之间，再现国乐大师神韵
电信人王晔：
用心服务
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即将建成的海门肇州园，不仅是一座供市民游览、休憩、娱
乐和健身的崭新公园，更因为生于斯长于斯的琵琶大师沈肇州，
这里将成为又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5月8日，记者走访了为肇
州园沈肇州艺术馆塑雕像的赵启明和赵樯，听他们畅谈为海门
乡贤进行创作的心得。这对海门籍父子多年来情系桑梓，默默
为家乡事业奉献热力。

海门城东，黄海路、民生路口西南侧，
过去有座远近闻名的大宅子——沈源泰宅。
名宅出名人，1858年，中国近代著名的琵
琶大师、民族音乐家沈肇州就出生在这里。

沈肇州学习吸收了崇明“瀛洲派”琵琶
艺术精华，1916年，以“曲有所本，法有
所取，流传于以不坠”之愿，编辑了琵琶曲
集 《瀛洲古调》，成为这一流派的代表人
物。1917年，沈肇州应邀至通州师范教授
民族音乐，次年，被南京高等师范校长江谦
聘为民乐教师。

1918年秋，孙中山先生慕名邀请沈肇
州到上海的莫利哀路29号寓所晤谈并演
奏。听罢 《十面埋伏》，中山先生兴奋地
说，“吾认为中乐为本，西乐为用，琵琶是
中华民族的乐器，也称国乐，是祖国的一种
瑰宝”。并连连点赞，“吾从未听到像你这样
清脆、高雅出神的琵琶，堪称绝技。”从

此，琵琶大师的美名不胫而走。
被誉为中国近代民族音乐一代宗师的

刘天华，曾专门从常州到南京拜沈肇州为
师，学会了全套“瀛洲古调”，并录制了
《飞花点翠》等琵琶曲。南通籍音乐家、梅
庵琴社创始人徐立孙是沈肇州的另一位传
人，他编著的《梅庵琵琶谱》完整地流传
至今。

如今，为了纪念琵琶大师沈肇州，在
沈源泰宅原址附近，一个以沈肇州及其音
乐为主题的文化公园已经初见雏形。根据
规划，公园内有一座肇州艺术馆，而艺术
馆前，将竖起一座沈肇州雕塑，供后人瞻
仰艺术家的风采。

目前，沈肇州雕塑正在紧张制作中。雕
塑原创者是海门籍著名画刻家赵启明及其子
赵樯。去年，当得知海门要打造肇州园后，
身在上海的父子俩均表示要为家乡尽一份

力。他们曾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创意了雕塑《风雨同舟》，成为上海一个
具有国际性纪念意义的地标。

他们多方搜集资料，并回海门参观了江海
博物馆，对这位艺术家的成就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随后，赵启明绘制了雕塑手稿。为使作品
更加完美，他们又和项目实施方海门市交通产
业集团多次沟通协商，确定了雕塑的尺寸、材
质等细节，并得到了南通与海门各级领导的关
心，同时，海门市音乐家协会主席黎立先生给
予了十分专业的指导。

赵启明和赵樯一直牵挂着制作进程，并
及时进行优化和调整。为了达到最佳效果，
雕像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重视，拨弹琵琶的手
指是表现音乐家神韵的重要部分，指尖的
雕琢更要精心打磨。沈肇州手持琵琶的镂
空设计，是为了让艺术家的音乐和天地融合
在一起。

细至指尖，为沈肇州塑像力求完美

肇州园位于市区黄海中路南侧、瑞江路
西侧，面积约4.6万平方米，旨在弘扬海门城
市的江海文化特色和塑造城市人文形象，并
为周边的街区提供休憩、健身、文化和生态等
服务。

记者了解到，肇州园是开放式绿地，结合
公园文化、城市配套功能主旨，以一核、一环、
四区构建公园总体结构。其中，一核文化中

心主要包含沈肇州文化馆及内庭、飞花点翠
园（海棠园）、肇州户外音乐剧场、沈肇州雕
塑、音乐旱喷文化广场；一环则是由动感广场
（城市绿道驿站）、网球场和健身步道组成公
园运动健身体系；而四区分别是城市活力休
闲展示区、管理区、社会停车场和生态密林
区。在此，市民可以循着沈肇州大师及其音
乐的线索，由南或北至核心，串起一场文化音

乐之旅。
作为沈肇州艺术馆的创意者，赵樯花费了

不少心思将室内装饰风格与肇州的琵琶艺术相
结合。《汉宫秋月》是沈肇州的名曲之一，根据这
首曲目中的“月”字，他将艺术馆室内的数盏灯
连同门窗外形设计成了新月至满月的渐变效
果，使艺术馆的室内装饰与室外的雕塑构成一
个连贯完整的动线。

追慕先贤，精心打造沈肇州艺术馆

乡情难忘，助力家乡事业倍感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