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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企业搬迁
家具空调彩电拆装

工农路555号东楼（开发区、原港闸区有分点）
1332809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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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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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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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岁 1.80 离独 上市公司办公室 多套房 车 素质高
男 46岁 1.75 未婚 单位办公室 月薪8000元 有车房 实在
男 50岁 1.73 离独 开厂 有别墅 宝马 随和
女 38岁 1.65 离独 个体 有车房 肤白
女 41岁 1.60 离独 公司白领 有车房 漂亮
女 41岁 1.65 离独 上市公司办公室 多套房 车 肤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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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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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广大市民需求，招募体验官的活动继续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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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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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家桥新村 5/楼中楼 2-1/3-2 135m2+80m2+车库10m2精装 226万
时代悦城 9/电 3/2 115m2+车位 精装 位置佳 296万
名都广场 11/电 4/2/2 175m2精装 480万
海港新村（一附一中学区）4/6 2/1 84m2+24m2（南车库） 250万
中南世纪花城（一附一中双学区）5/电 4/阳光厅/2 153m2+车位 精装 398万
星光域 7/电 3/阳光厅 96m2+车位 245万
保利香槟国际 31/电 3/2 137m2车位1个 美式经典装修 330万（净）
城市之光 14/184/2/2 142m2 装潢 338万（净）

久和中介 天安中介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圆融公馆 12/电四室阳光厅 187m2 精装未住 含汽车位1个 第一排 景观房 650万
虹东花苑 1/ 三室阳光厅 132.5m2 车库12m2 毛坯 318万
虹桥东村 2/6 二室一厅 75.5m2豪装 空学位 二中东边 122万
文峰花苑 5/6 三室一厅 80m2车库12m2中装 三学区房 空学位 275万
德明花园 9/9 楼中楼 127m2+53m2实际面积230m2车库12m2精装汽车位1个另算 350万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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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万
新桃园 2/6 三室一厅 107m2 新精装 空学位 2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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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别业独栋 430m2 1-4层 院子200m2 3个停车位 980万
四季绿苑 中层 130m2 3-2 精装修 308万
新桃园 2/6 100m2 3-1 精装修 空学位 229万
鸿运城市花苑 4/车107m2 3-2精装 店面车库23m2 219.6万
中高公寓 15/16 123m2 3-1-1 精装 209.8万
绿墅湾 高层 143m2 4-2-2 精装 车位 车库 265万
五山家园 2/车 117m2 3-2 毛坯 内车库14m2 206万净

星光域 17/电 3室2厅2卫 124m2 纯毛坯含汽车位 310万净
天山花苑 10/电 2室2厅 98m2纯毛坯车库10m2 169.8万
万达华府 6/电 四开间南141m2纯毛坯 276万净【不满2】
世濠花苑 7/11层 3室2厅2卫 133m2 品牌精装车库13m2 269.6万
凤凰汇25/电3室2厅2卫纯毛坯151m2【学区房】 488万净
新桥苑5 /6层 3室阳光厅2卫 145m2 精装车库15m2 248万
吴中豪庭 17/电 2室阳光厅 92m2品牌豪装拎包入住 236万
濠西园 1/车库 3室南L厅 135m2精装南车库28m2 252万

城南小学对面
1596750368 15950810021梦路中介天苑中介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15862825879 无忧谷房产
王府大厦 62m2 二附城中三中 222万
待拆迁望江楼 74m2 空学位 300万
友谊公寓 181.50m2 启秀空学位 460万
濠南路商铺 124m2 地点佳 560万
佳期漫洋房 6/8 121m2 340万
爱玛花苑双拼别墅 1/3 320m2 558万
宝隆花园 四楼 68m2 车库17m2 精装 215万净

光明东村5/7 3-1 79m2 全新装修 启秀空学位 163.8万
光明东村6/6 楼中楼 64/64m2 精装 启秀空学位 125万
光明东村6/7 2-1 58m2 中装 启秀空学位 120万
方大花园2/6 3-1 89m2 精装 三室朝南 166万
段家坝小园3/6 2.5-1 85m2 中装 138.8万
苏建名都城15/电 3-阳-2 车14m2 有一个车位 毛坯 445万
光明东村5/6 2-1 68m2 简装 138.8万
裕丰大厦x/电 3-1 123m2 精装 328万

城中二附三中三学区房：丽景花园中高层/电梯 建158m2+31m2车库 470万净
1912 7/11楼 建143m2+车位 毛坯 310万净
东赵家巷（三中学区房）4/4楼 上39/下93m2+南车库30m2房子比较新精装 248万
绿墅湾15/电梯 140m2复式 实际面积可达180m2毛坯 236.8万各付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文峰花苑3/6楼 建65m2精装 230万
家和花苑5/车库 建120m2+15m2车库 中装 196万
三中学区房北郭北村2/6楼 建66m2 中装两家人合用车库 150万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1505127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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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福邸3-3号
18962871416

10月23日，秋光正好，南通市残联、南
通市励志助残中心相关负责人和《江海晚报》

“关爱一线牵”栏目组一同前往启东市合作
镇，为该镇十户贫困残疾家庭送上温暖。

多方合作，
打造南通助残服务特色品牌

为进一步巩固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市
残联计划在每年的母亲节、助残日、国际残疾
人日以及中国传统节日期间，通过向社会爱
心组织、人士募集资金，开展定向捐助、志愿
服务等形式，打造南通“关爱残疾人母亲”助
残服务特色品牌。

此次活动为市残联牵头组织的“关爱残
疾人母亲”系列活动之一，所需经费由南通市
励志助残中心和《江海晚报》“关爱一线牵”基
金共同募集。本次点对点慰问活动地点是启
东市合作镇，结合当地10户贫困残疾人母亲
的实际情况，上门赠送两头小母山羊，希望残
疾人母亲通过把母山羊养大后繁殖小山羊来
增加收入。

据市残联初步摸排，全市共有125户贫
困残疾人母亲家庭。接下来，市残联将继续
关怀困难残疾人家庭，有针对性地开展残疾
人母亲助残志愿服务。

授人以渔，
帮助他们长期增加收入

走进上期故事主人公黄菊英的家，老两
口正在家中做手工。看到送到家门口的两头
小山羊时，夫妻俩笑得合不拢嘴，连连道谢。

“感谢政府和好心人的帮助，我们的生活越来
越有盼头了！”

随后，栏目组一行人来到启东市合作镇
贫困残疾人母亲沈春梅家中。远远看去，沈
春梅家自建的一幢二层小楼装饰得美观整
洁，乍一看家庭条件似乎算不上贫困。带着
疑问，记者走进沈春梅家中。一进门就发现，
客厅里几乎没有家具，只有一张老旧爆皮的
桌子摆在角落，桌子上放置着一台煤气灶，构
成了一个简易的厨房。最令人痛心的是，屋
里连门都没装。

沈春梅先天智力发育低下，丈夫冯炳
高先天视力残疾，左眼几乎失明，儿子智力
三级残疾，一家人靠着一亩三分地和领取
低保为生。看到两只活泼壮实的小山羊，
冯炳高非常高兴，立马收拾了一间羊舍出
来。“现在一只小羊羔就要好几百，我一直
想买，增加一点收入，谢谢好心人帮我实现
了心愿！”

市残联四级调研员周顺东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羊的主要食物就是草，而农村最不缺
的就是草，一头小羊养大以后出售，至少能净
赚1000元，如果待其长大，用于繁衍小羊，他
们可以将小羊出售，一只大约能卖五百，如果
他们有余力，可以将小羊养大了再卖，如此一
来，就能长期增加收入。”

身残心暖，
多年坚持帮扶残疾人母亲

当天送物资的队伍中，有一个一瘸一拐
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南通市励志助
残服务中心负责人顾义忠。

顾义忠因患有小儿麻痹症导致腿部残
疾，行动不便。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拉扯大，
可当他有能力报答养育之恩时，母亲已离
开了人世。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成了顾义

忠最大的遗憾。“残疾人母亲比一般家庭的母
亲，牺牲和付出得更多，需要我们社会各界的
关心和帮助。我没能报答我的母亲，所以我这
几年一直在关心这个群体，通过带他们出去旅
游、帮他们对接小手工活计增加收入等方式，
帮助残疾人母亲，也能寄托我对母亲的思
念。”顾义忠说。

除了到现场赠送小山羊的好心人外，还有
一些社会爱心人士，默默将善款打入了“关爱一
线牵慈善基金”账户中，甚至都未留下姓名。就
在上周五，本期故事讲述见报后，张先生拨通了
《江海晚报》的热线电话，询问购买小羊羔的费
用和打款方式。由于年事已高，张先生的听力
不太好，反复跟栏目组确认了几遍才挂断电
话。当天下午，一笔700元的善款打入了“关爱
一线牵慈善基金”账户中，张先生甚至没有透露
自己的姓名。 本报记者唐佳美

如果你有什么小小心愿，如果你想帮
助他们实现小小心愿，都请拨打85110110
告诉我们。慈善捐款请汇——

账户名称：南通市慈善总会（备注内容：
江海晚报关爱一线牵慈善基金善款）

账号：5001 0188 0000 20217
开户行：江苏银行南通分行崇川支行
捐款方式：所有捐赠均可以通过电汇、

银行转账、现金等方式汇交南通市慈善总会
专户。捐款人如要指定受惠人，请在银行汇
款单的“备注”一栏注明受惠人的姓名。未
注明的，也请务必备注“关爱一线牵慈善基
金善款”，善款将作为本分会慈善基金，用以
购买爱心物资。

市慈善总会江海晚报分会

姓名/单位

爱心反馈

本期善款（物）
支出（元）

本期结余
（元）

本期善款（物）
收入（元）

2020年10月15日结余：89378.64元

合计：83478.64元

备注：以上数据截至2020年10月29日下午5时。

张先生

邵志军

700

400
7000 -5900

小山羊给贫困家庭带来大希望
捐款捐物之外，通过授人以渔的方式为残疾人母亲增加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