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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资大厦办公楼 独立大半层 744m2 268万
万科白鹭湾（洋楼）5/6/电3/阳光厅 115m2+车位 精装 196万
八仙花苑（二附学区房） 2/车 3/2/2 136m2+8m2（车库）精装 365万
二附学区房 2/5 2/1 63.97m2 装修 260万（净）
城市之光 14/184/2/2 142m2 装潢 338万（净）
幸福人家 3/电 2/阳光厅 90.5m2+29m2（南车库）精装 156万
濠西园 3/6 3/2 127m2+18m2（南车库）装修 216万
德民花苑 1/车 3/2/2 129m2+21m2 (车库) 装潢 22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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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土地 厂房 出售 专做厂房 商铺 办公楼 住宅买卖 代过户 免费登记 面议
光明东村 2/6 四室阳光厅 170m2豪装 南汽车库35m2空学位 位置好 380万
恒基花苑 4/6 三室二厅 138.5m2实际面积150m2南车库37m2豪装中央空调地暖325万
名都广场 5/18三室阳光厅 165m2 精装 空学位 479万
中南世纪花城 2楼 三室阳光厅 151.5m2豪装 阳光充足 32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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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万
江景苑 13/18二室一厅 88m2车库13m2精装 19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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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绿苑 1/车 165m2 4-2 车24m2 简装 249.8万
德民花苑 1/车 123m2 3-2 车21m2 215万
恒成楼 3/6 86m2 2.5-1 简装 急卖 163万净
东大楼3/4 55.89m2 2-1 中装 96.8万
1895公馆 中层 131m2 毛坯 无大税 360万
外滩北苑 3/6 89m2 精装 车20m2 175万
天润锦园 中/电 89m2 2-1毛坯 238万净

德诚翰景园6/电4室2厅2卫141m2 精装两个车位车库305万
铂樾府1/17层175m2精装【带80m2院子】含车位 600万
文峰北苑5/6层3室南L厅121m2精装车库12m2 339.8万
中海碧林湾1楼3室129.6m2开发商精装车位超低价 212.8万
世濠花苑7/11层3室2厅2卫133m2精装车库13m2 269.5万
静海府 中高层 3室2厅2卫 130m2开发商精装 310万净得
绿地新都会31/32层2室半阳光厅双阳台112m2毛坯 224万
濠南君邑10/16层2室半100.5m2精装二附启秀学区房 340万

城南小学对面
1596275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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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峰新村 底楼 3-1 84m2 精装 310万
星光域写字楼 复式 54m2 精装 66万
德诚翠湖湾 好楼层 139m2 精装 369.8万
银花苑 3F 69.84m2 精装 276万
友谊家园 7F/电 112m2 精装 258.8万
湾子头 6F 69.5m2+55m2 精装 306万
东昇花园 2F 150m2+25m2 精装 348万
运杰龙馨园 中高层/电 158m2 豪装 370万

裕丰大厦x/电 2-1 112m2 精装 258万
裕丰大厦x/电 3-2 156m2 装修 350万
裕丰大厦x/电 3-1 123m2 精装 328万
光明东村3/6 3-1 73m2 装修 启秀空学位 155万
江景苑 1/电 2-1 91m2 车12m2 毛坯 166万
中南大厦x/电 办公用房 877m2 精装 498万
江东广场3/车 3-2 122m2+车库15m2精装 启秀空学位 268万
朝晖花苑2/车 3-2 130m2 中装 车22m2 阳光好 265万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新海通锦绣苑中层/8带电梯 建163m2 精装 458万
1895公馆中层/电梯建131m2 毛坯 360万 无大税
中南世纪花城1x/电梯 建141m2 毛坯景观房阳光好 323.8万 无大税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濠南路5/5楼上50/下79m2 精装很好 有合用车库 空学位 280万
外滩花苑：9/18楼 建115m2+24m2车库 毛坯 230万
锦安花园中高层/11层带电梯+8m2车库精装 210万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南园4楼建48m2中装小孩上三年级 210万净个税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15051270211

中天福邸3-3号
18912291839 85532728

鹏展中介 濠东路99号
85513839 13776917318

北郭北村 3/6 65m2 精装 158万
友谊家园 7/11 112m2 空学位急卖 253.8万
综艺大厦 23/25 50m2 市中心地铁口濠河边 60万
花城三期店铺 77m2 层高4.9米 268万
濠南路店铺 124m2 498万
佳期漫花园洋房 6/8 120.5m2 精装 四室二厅二卫 汽车位 335万
绿城蘭园底楼 125.2m2 地暖中央空调精装 310万

王府大厦三学区房多套出租出售欢迎来电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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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腊八就是年”。距离牛年
新春佳节还有两周多时间，市区各
大景区、绿地梅花初绽，大街小巷的
年味也越来越浓。年宵花又到热销
时节，今年还是以蝴蝶兰、大花蕙
兰、牡丹、富贵籽、银芽柳等热门品
种为主打，价格平稳，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不大。

市民现场精心选购

一盆雍容华贵的“花中之王”牡
丹、两盆球形杜鹃花，再加上几小盆
明亮素雅的风铃草……昨天上午，
沈女士在市区城山路一家园艺门
店，精心选购了几盆心仪的年宵花，
她说：“新春佳节将至，选购几盆不
仅喜庆，还能为家里增添一抹亮
色。”

年宵花的概念来源于20世纪
80年代的广东，最初含义指春节前
到元宵节这一段时间销售的各种花
卉。渐渐地，年宵花的叫法流行到
全国，而且时间也扩大到从元旦到
春节，甚至情人节等。现在，大家把
这几个节日综合在一起，这一期间
销售的花卉统称年宵花。

这家园艺门店店长吴小娟介
绍，这几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通城市民在春节前选购年宵花已成
为流行的时尚，今年还是以蝴蝶兰、
大花蕙兰、牡丹、富贵籽、银芽柳等
热门品种为主打，价格平稳，“这几
天，年宵花卖得正火。”

花卉寓意好受青睐

蝴蝶兰花形如蝶、俏丽大方，赏
花期长，花朵数多，象征着高洁、清
雅；大花蕙兰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花朵艳丽、叶子修长，寓意高贵典
雅；银芽柳原为银白色，一节节向上
生长的花苞，寓意步步高……80后
白领王凤娇对几种热销的年宵花很
了解，能如数家珍说出这些花卉的
特点和寓意。

“年宵花颜值高、寓意好是受青
睐的主要原因。”这两年，王凤娇总
要赶着在春节前选购一些年宵花，
把家里布置一新，“我平日里就爱买
花，几乎不定期都会到家门口附近
花店逛逛。这次我买了百合花、富
贵竹、蝴蝶兰，还有几支向日葵是给
两个女儿准备的，希望她们能像向
日葵一样茁壮成长。”

仲女士是市区一家公司高管，
每年春节前到花市选购几盆年宵
花、去菜场买几条鲫鱼，已成习惯，

“年宵花花姿俏丽、花色丰富，买了
喜气；买鲫鱼寓意年年有余。”

专家支招养护知识

“本地年宵花培育基地有如皋
市花木大世界和通州区平潮镇国道
村的世阳生物蝴蝶兰生产基地等，
市区销售的年宵花还来自上海、杭
州、山东青州等地。”市园林绿化管
理处养护科技师杨霞介绍说。她有
36年从业经历，曾当选过市劳模。
杨霞说，市民购买年宵花，一定要了
解相关养护知识，“养得好，能延长
花期。”

杨霞举例介绍，年宵花中较受
市民青睐的蝴蝶兰适宜生长温度为
15℃以上，家养通风一定要良好。
花期前后，一般应将蝴蝶兰放在室
内有散射光处，“蝴蝶兰对空气质量
很敏感，如男士在家里吸烟，花瓣会
耷拉下来。”

“我自己也喜欢买年宵花，家中
还种了一些富贵籽。”杨霞说，富贵
籽又叫富贵树，耐半阴，保持盆面微
微湿润即可，“如发现土有点干，就
补点水。”杨霞还喜欢在春节前买几
束银芽柳，原为白色，花芽自然淡
雅，经过染色处理后有红、粉、黄、绿
等多种颜色，缤纷多彩，“可以像干
花一样放在家中，不要水养，瓶插即
可，可以放一年。”

本报记者尤炼

晚报讯 “感谢南通启明星
爱心社、通达恒胜足球俱乐部全
体成员的爱心捐赠，新年之际，孩
子们能有新运动鞋穿了，我替孩
子们表示感谢。”昨天下午，四川
省凉山州昭觉县阿并洛古乡瓦
吾小学的曲比史古老师通过视
频连线，向南通一群爱心人士表
达深深的感谢。当天下午，通达
恒胜足球俱乐部将100双崭新
的运动鞋交给公益组织南通启
明星爱心社，委托该组织把一片
心意带给凉山深处乡村小学的

“足球小将”。
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阿并洛

古乡瓦吾小学是一所位于大凉山
深处的乡村小学，海拔在2600米
以上，学校有8个班、18名老师、
272名学生。2015年一次偶然
的机会，由汪小刚、骆海峰等6人
发起启明星爱心社走进四川省凉
山州昭觉县，当大家看到当地小

朋友们困苦的境况时，便萌生了资
助孩子奉献爱心的想法。自此，南
通启明星爱心社每年两次就会派人
前往大凉山昭觉县，到今年已经资
助了106名彝族小朋友。2020年
年底，初始基金为20万元的“启明
星爱心基金”应运而生，主要用于慈
善助学、支教等社会公益事业，目前
这笔基金的首笔资金已用于四川凉
山州山区孩子们的爱心午餐和支教
老师们的生活补助。

“听说启明星爱心社的公益行
动后，我决定随他们走进这所学校
一探究竟，正是这次凉山之行才有
了今天的捐赠行动。”市慈善总会副
会长、通达恒胜足球俱乐部葛堃告
诉记者。2020年11月下旬，葛堃、
骆海峰等21名爱心人士对当地几
所小学进行了一番走访。这次的凉
山之行让爱好足球运动的葛堃了解
到，2018年5月，瓦吾小学组建了
男子足球队，并在2020年参加了被

称为“彝族世界杯”的昭觉县“拉莫
杯”足球联赛，足球运动深受学校孩
子们的喜爱，但想要买一双新运动
鞋对于不少孩子来说仍然是一种奢
望。当葛堃回到南通，把这一情况
告诉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后，大家再
也按捺不住了，决定用实际行动支
持这些孩子们。

“没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凉山
深处，还有这样一群酷爱足球运动
的孩子们，这让我们这些南通的足
球爱好者们深为感动，俱乐部的成
员们经过商量决定为孩子们送去
100双新运动鞋。”通达恒胜足球俱
乐部的负责人李毅透露，“除了运动
鞋外我们还给孩子们准备了红色的
球迷围巾，希望以此给孩子们带去
新年的祝福。”他表示，此次捐赠只
是开始，今后该俱乐部还将继续关
注这群“足球小将”，对孩子们给予
更多的帮助。

记者李波

21日下午，在如皋工业园区花园社
区廉政文化示范基地，首场“为民初心不
忘、廉政底线不破”廉政邮票展览正在
举行，如皋市集邮协会副会长叶夕钢讲
解着邮票上的廉洁人物故事，社区党
员、居民代表、集邮爱好者以及群众驻
足观看。这是如皋工业园区纪工委开
展的第18个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系列
活动。 通讯员严勤勤 记者杨新明

年宵花热销，喜气洋洋迎牛年
蝴蝶兰、大花蕙兰、牡丹、富贵籽、银芽柳等是热门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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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爱心人士联手献爱心

100双崭新运动鞋捐给凉山“足球小将”

22日，通州区兴仁镇孙家桥村举办
包馄饨、踢毽子等趣味项目的首届趣味
比赛，尤其包馄饨的项目更是吸引村民
的参与，李兴国以10分钟包了47个馄
饨从14名选手中脱颖而出。参加活动
的村民还高兴地拿到了书法爱好者现
场书写的对联和“福”字。活动前，还以
PPT图文形式发布了孙家桥村2020年
度十件大事。 季永健

趣味运动会

廉政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