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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鸿运婚介诚 实 守 信

无婚托婚介

创办十八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85292569 QQ:1252832854
13962983156 15851252008

征婚
热线

一生缘征婚交友
热线：85585683 15996647877 微信号：15996647877

地址：人民路王府井红绿灯东北口89号楼上404室

男 32岁 1.78 未 本科 公司白领 有婚房 车 帅气
男 44岁 1.78 离独 经商 有车房 人品好
男 55岁 1.73 丧偶 正处公务员 有车房 实在
女 32岁 1.61 短婚 事业单位 有车房 漂亮苗条
女 32岁 1.63 短婚 事业单位 有车房 肤白漂亮
女 34岁 1.66 离独 自己私营 有车房 肤白

局机关事编、公务员、医
生、教师、私企老板等众多
白领、成功人士可供您挑选
南通人在上海南京北京苏州

外地工作的大型老牌婚恋机构
地址：人民中路95号纺织大厦623室

南通电视台《我想有个家》
连续三期优秀嘉宾推荐单位

牵爱是由南通地区13个
社区的热心大妈、大伯、
阿姨联合组成的婚姻介
绍专业红娘服务团队

特特
点点

★
红娘团队官方热线：18151332168

牵
爱

顺喜搬
家

单位搬迁 设备搬运 搬钢琴 长途搬运
13773650825华联北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具拆装 长短途货运

手机：13962806878

双喜搬家
地 址: 孩 儿 巷 北 路 15 号

满意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公司成立22年 专业搬家车辆8辆

大
众
搬
家

居民、企业搬迁
家具空调彩电拆装

工农路555号东楼（开发区、港闸区有分点）
13328090150

补运中心
祖救家起名风水改名知识产权专利依据相
关［易经开运文献］免费咨询荣获多年【文明
诚信单位】参考如下：商标投资选房租售建
修开张考运婚姻小人干扰等恐惧成功运·搬
家安床安神择吉更重要感谢者众多，预约黄

总部：南通市人民中路301端平桥肯德基对面
分部：海门黄海中路11号 海门秀山东路88号 …

18252501888 13776936678微信
电话

南通报业分类信息线上推送平台正式开通，南通日报微信、江海晚报微信、南通发布APP同步推出，百万粉丝平台加持，有效信息轻松获取！

南通报业通通帮邀您免费发布分类信息 招聘求职 保洁清洗 搬家搬迁

征婚交友 家政服务 房屋租售

二手车讯 快餐外卖 ……招募体验官的活动持续进行，体验期至 10月 18日截止。体验期内，分类信息免费发布，期满可享信息
发布费独家优惠。 帮帮热线:85118889 咨询请扫码 登录请扫码

婚 介

晚报讯 昨天，从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传出喜
讯：几天前，该院脊柱外科主任医
师朱晓东团队成功为一名15岁
的小患者施行机器人辅助下神经
纤维瘤病性重度脊柱侧弯矫形手
术。术后，患者的姿态已恢复正
常。据悉，目前世界上尚无机器
人辅助重度脊柱侧弯手术的相关
文献报道。

据该院脊柱外科主任沈洪兴
介绍，小患者脊柱侧弯畸形已经
影响其心肺及腹腔内脏的功能，
这样的情况被形容为“心腹之
患”。医护团队为乐乐制定了周
密的治疗方案。

7月23日上午，朱晓东和沈

洪兴共同主刀，在机器人的全程“保
驾护航”下，手术团队密切配合，通过
肌肉间隙进行置钉，在微创的条件下
让所有的螺钉都十分精准地进入了
预期位置，将原本弯曲的脊柱安全矫
正到了最佳状态。手术历时3小时成
功完成，术中总出血量不到200毫
升，仅为常规手术的一半左右。

担任此次复杂高难度手术的主
刀医生朱晓东是南通人，籍贯如皋，
今年45岁，他专注于脊柱外科16
年，主攻重度脊柱畸形的临床矫治
和发病机制研究，平均每年完成脊
柱大手术300余例，累积主刀脊柱
外科手术4000例以上，其中脊柱侧
弯手术量位居全国前列。

记者冯启榕

晚报讯 7月31日，市一院
党委书记仲崇俊带领该院领导班
子、部分行政科室和临床科室负
责人一行20余人组团前往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参
观学习，并开展对接交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是上海开埠后所建的第一
所西医医院，今年建院176年；南
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南通市建院
最早的西医医院，今年建院113
年。2017年12月1日，沪通两地
历史最悠久的两家医院，跨江牵
手，开启了推进长三角卫生健康
发展一体化建设的新蓝图——南
通市卫健委代表南通市政府和上
海仁济医院签署合作协议：双方
在南通创新区共建新院，新院名
称为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增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南通医院”牌子。协议明确：推进
市一院新院与上海仁济医院一体
化、同质化管理，两院在医疗管
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指
导等方面进行资源共享交流，实
现沪通两地医疗合作的“双赢”，

让更多群众共享合作成果；依托上
海仁济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打造
国内知名、苏中领先的现代化综合
医学中心。

早在2014年，市一院就与上海
仁济医院开启了实质性科室合作。
自2018年以来，市一院和上海仁济
医院联合举办的博士论坛已连续举
办两届。活动为两院高层次人才研
讨学术、拓宽视野、融洽交流提供了
宽广的院际平台，实现知识的交流
与共享。目前，市一院共有12名医
生在仁济医院相关科室进修学习。

“仁济医院抱着十分认真的态
度，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与南通
一院的合作，我们力争利用三至五
年时间，将中创区的这家新院打造
成为苏中地区的标杆性医院，造福
更多南通百姓。”仁济医院院长李卫
平透露，该院相关重点科室将在南
通建立分中心，并将南通一院的中
青年医学人才有计划地送到海外，
与仁济医院的医生一同进行学习深
造，旨在为南通百姓提供高质量医
疗服务。

记者叶国 冯启榕 李波

千里走访，
增添了更多责任感

“我们此行，走访了6个学生家
庭，接待了3个家庭的来访，收获很
大，感受很多。”校党委委员、党政办
主任、中等职业学院党总支书记徐
林华说。

徐林华告诉记者，汉中班学生
均来自汉中市城固县。城固县位于
秦岭南部山区，那里山连着山，交通
很不方便，他们从汉中乘车不知翻
过多少座山才抵达城固，前后花了
三四小时。“这次走访的学生家庭
中，有4个是单亲家庭。这些家庭
基本以卖粮食、山货和家禽为生，平
日父母不在身边，孩子几乎是爷爷
奶奶抚养大的，普遍缺少关爱。这
些家庭，几乎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
没有。这一切，让我们深切感受到
这些家庭生活的艰苦，增添了要把
孩子教育培养好的责任感。”

此次走访和接受来访中，张建锋
一行听到最多的声音是：学生家长、
村干部对过去一年孩子在南通的学
习、生活都很满意。他们说，孩子到
南通上学后，减小了他们的家庭经济
压力，更让他们开心的是，一年来，孩
子专业知识掌握度、综合知识面的拓
展以及待人接物，等等，让亲朋好友
有耳目一新之感。做家长的感到很
自豪。“交谈中，家长们一再向我们鞠
躬致意，感谢我们对孩子的培养。此
情此景，让我和同事们感到很感动、
很欣慰。”汉中班班主任韩伟说。

成长教育，
让学生懂得感恩和回报

城职院汉中班开办于一年前。

去年5月，城职院校长陆永明
带队到汉中开展教育扶贫调研，此
行让他们深感扶智比扶贫更重要，
经集体讨论后决定，为汉中30名初
中毕业的贫困学生提供中职加高职
的“3+3”学习就读机会，6年学习时
间，该校为所有贫困学生免学费、免
住宿费，并每月提供一定的生活费，
享受与该校学生同等的权利，包括
专接本、奖助学金、评先评优、就业
推荐等。

“当时，学校领导在讨论开设
汉中班时，达成的其中一个共识
是：开设汉中班，不仅仅是减免
学杂费，还有让学生懂得感恩、回
报，以便他们将来更好地报效国
家、社会。”徐林华说。

基于此，过去一年城职院领导
和教职员工利用一切条件，让汉中
班学生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南
通。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担任森
旅节志愿者，他们走进儿童福利院
与残疾少儿互动，父亲节活动让
他们深刻地感受父爱的伟大……
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让汉中班
学生学到不少课本上学不到的知
识：第二故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让他们越来越喜欢南通；学校和
社会各界的关爱，让他们更好地
理解了感恩回报的内涵。在通一
年间，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一
点点地成长。

在汉中走访期间，有件事让张
建锋颇为感动，“赴汉中之前，郭圣
林、郭圣杰双胞胎学生的家被我们
列入走访家庭之一。离通前校方和
他俩联系时得知，郭圣杰正在西安
打工。小家伙得知我们将赴汉中走
访的消息后，专门从西安赶回家接

待我们。学生能有这份心，我们平
日付出再多，也值得！”

孩子们这一年间的变化，郭氏
兄弟的爷爷奶奶都看在眼中，两位
老人握着张建锋的手说：“这一年，
孩子长大了、懂事了，暑期经常主动
做家务事。张书记，谢谢过去一年
你们对他俩的培养，谢谢！”

开展对接，
今年再招汉中学生

张建锋一行此次奔赴汉中，除
了走访，还有一件事：为今年汉中
班招生一事与当地有关部门开展
对接。

徐林华告诉记者，去年他们招
生工作是在扶贫系统支持下开展
的，招生对象是来自城固县的单亲
或无双亲家庭、贫困家庭的应届初
中毕业生。基于过去一年建立的良
好合作关系，今年汉中班招生工作
继续与扶贫系统手牵手。“和去年一
样，今年招生人数仍然是二三十
人。考虑到这是一个扶智工作项
目，为了让真正符合条件的孩子来
南通上学，我们在汉中期间走访了
初中生源学校，并与城固县教育部
门进行了交流。”

“陆永明校长曾说，城职院开
设汉中班，做的是一种责任和情
怀。这句话是城职院每位教职员
工的心声。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办好
汉中班，把汉中班办得越来越规
范，让汉中学生在通期间珍惜学习
机会，更好地了解和融入南通，以
便将来他们走上社会后，更懂得
如何回报社会。这就是城职院办
好汉中班的愿景。”徐林华说。

本报记者王全立

千里迢迢走访，只为责任和情怀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老师们奔赴秦岭南部山区，了解同学实情，对接汉中班扶智

7月下旬，江苏城市职业
学院（南通校区）（注：以下简
称城职院）党委书记张建锋
一行5人，就汉中班学生在校
一年来的学习、生活，学校对
于汉中班学生的教育扶持优
待政策和培养方案，听取学
生家长和当地村镇领导、教
育部门意见和建议，为今年
汉中扶贫招生和推动教育扶
持深度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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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臂精准打钉 解除“心腹之患”
南通籍医生完成机器人辅助脊柱侧弯矫形手术

高质医疗服务 造福更多百姓
市一院组团赴沪 深入推进与仁济医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