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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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达广场 5/ 二室一厅 65m2中装 已出租 58万
名都广场 5/18三室阳光厅 165m2 精装 空学位 479万
星嘉花园 1/12 二室二厅 105m2 车库6m2毛坯 155万
江景苑 3/18 三室一厅 125m2 车库11m2 毛坯 有钥匙 255万
观河华府 3/11 三室一厅 101m2车库13m2 毛坯 17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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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兴福里 中/电 95m2 2-1 毛坯 车库10m2 185万净
恒成楼 3/6 86m2 2.5-1 简装 急卖 163万净
中港城 4/电 89.5m2 2-1 精装 180.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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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富花苑 5/17 144m2 3-2 毛坯 2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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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晖花园2/车 3-2 130m2 中装 车22m2 阳光好 26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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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科金域蓝湾10/18楼 建108m2 户型很好含车位 265万净个税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文峰花苑旁建61m2 2楼 精装 空学位 255万净个税
外滩花苑：9/18楼 建115m2+24m2车库 毛坯 230万
一附一中双学区房：海港新村 4/6楼 建84m2+车库23m2简装 225万
锦安花园中高层/11层带电梯+8m2车库精装 210万
东方鑫乾17/18楼 建105m2中装 182.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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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悦华庭 2/电 85m2 车19m2 毛坯采光好 149.8万
城北家园 27/28 133.5m2 车11m2 毛坯 257万
北郭北村 3/6 65m2 精装 158万净
佳期漫花园洋房 6/8 120.5m2 精装 4/2/2 产权车位 335万
绿城蘭园底楼 地暖中央空调精装 310万
花城三期店面 77m2 可以隔二层 268万
综艺大厦 23/25 50m2 市中心地铁口 濠河边 60万
王府大厦 X/30 187m2 朝南景观房三学区 4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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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六，市儿童业余体校各运
动队小将们结束了近20天的寒假
训练，本周起开始新学期的学习和
新阶段的训练。市儿体校是闻名中
外的“世界冠军摇篮”，该校乒乓球
队有3头身手不凡的“小牛”，三姐
妹多次在全国、省和市级比赛中摘
金夺银，演绎了一幕幕“三头小牛一
台戏”的佳作。

六年前不约而同来打球

这3头乒乓“小牛”分别是俞舒
徐、姜潇文、郝宸。“她们3人都出生
于2009年，2015年先后加入我们
运动队。这些年，她们三人一直是
2009－2010年龄组的主力，多次
为校增添光彩。”市儿体校乒乓球队
主教练穆志祥说。

出生于2009年8月的郝宸是
小妹妹，不过她入队时间比两位姐
姐早了两个月。“我进儿体校前已在
一家乒乓球俱乐部练了半年。后
来，爸爸听人说儿体校训练更规范，
就把我送到这儿打球了。”

和郝宸一样，姜潇文也是被爸
爸送到体校打球的。“我小时候长得
瘦弱，爸妈让我打乒乓球，是想通过
训练把我练得壮实些。”姜潇文告诉
记者，不过，她吃得再多也不长肉，
郝宸个头比她高1厘米，体重却多
了许多。“虽然还是瘦，但我的体质
比以前好多了。”

“大牛”俞舒徐比姜潇文早一天
踏进体校大门。“是爷爷送我来体校
的。选择打乒乓球，和爷爷一位朋
友有关，他爱打乒乓球，说乒乓球训
练能增强体质、提高反应能力。”

全国省市比赛连连奏凯

“姜潇文、俞舒徐进队前没有乒
乓球基础，她俩入队后训练比较刻
苦，没多久就在同龄选手中脱颖而

出，和郝宸一起成为我们队2009－
2010年龄组的铁三角。她们多次
在全国、江苏省以及南通市比赛中
夺得团体冠军，单打比赛屡屡摘金
夺牌。”穆志祥说。

穆志祥介绍说，“二牛”姜潇文
长得苗条秀气，她的球也很细腻，加
上心理稳定，是全队核心，团体比赛
由她把守决胜盘。她右手横握球
拍，擅长正手反胶、反手生胶打法。

“小牛”郝宸长得壮实，她的球风和
外形比较相似，爆发力强、作风勇
猛。俞舒徐是全队的第3号主力。
俞郝二人都是右手横握球拍，擅长
弧圈球结合快攻打法。

这几年，姜潇文、郝宸和俞舒徐
在全国、省级比赛中携手作战，多次
为市儿体校队摘金夺牌。巧合的
是，3个小姑娘都在通师二附读书，
该校是乒乓球传统学校，近些年她
们代表校队参加省、市传统乒乓球
比赛，多次在团体、单打比赛中取得
好成绩，为学校争光。

记者了解到，仨“小牛”不仅乒
乓球打得好，脚法也不俗，她们作为
校队一员参加过崇川区校园足球比
赛。“小牛”们还挺有文艺范儿，姜潇
文民族舞跳得挺棒，郝宸书法有特
点，俞舒徐也有自己的绝活儿。

平日一起训练，加上数次代表
儿体校、通师二附参加各类比赛，3
个小姑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山海
关、瘦西湖等景点留下了我们的足
迹。训练之余，我们经常探讨球技，
相互间取长补短，每次交流都有收
获。”郝宸说。

前年全省赛夺冠最难忘

“小牛”们收获的一堆奖牌中，
分量最重的是2019年江苏省青少
年乒乓球赛女团冠军。“当时，她们
参加的是9~10岁年龄组比赛，1/4

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均以3∶2险胜
对手。这次比赛，她们3人齐心协
力，通过集体的力量登上冠军领奖
台。”穆志祥说。

“南通乒乓球涌现出李菊、陈玘
两位奥运冠军，但青少年整体实力
长期在省内不占优势，那次比赛大
家都是抱着冲一把的心态参加的。”
穆志祥告诉记者，1/4决赛迎战常州
队，前两盘大比分2∶0领先，对手后
两盘扳平。决胜盘，姜潇文在一度
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南通队有
惊无险地闯进四强。半决赛与南京
队一战，前两盘郝宸、姜潇文先后失
利，关键时刻俞舒徐力挽狂澜，她在
第三盘击败对手扳回一分。这场胜
利大大鼓舞了队友的士气，郝宸、姜
潇文先后战胜各自对手，惊险闯进
决赛。决赛中，仨“小牛”以3∶2险
胜苏州队，艰难地夺得桂冠。

“这是我们3人入队以来获得
的分量最重的一枚金牌，夺冠过程
一波三折，很不简单。”俞舒徐说。
谈到那次夺冠，郝宸的收获是：“这
3场比赛，我们3人都有胜有负，一
人或两人遇到困难时总会有人顶
上来，这个经历让我更深刻地感受
到团队力量。”“那次比赛我的最大
感受是关键时刻要控制住情绪。”
肖潇文说，“有一次比赛决胜局我
一度以6∶8落后，陈天翼教练及时
叫了暂停，提醒我要稳扎稳打。他
的点拨让我冷静下来，最终渡过难
关。”

5年多的训练生涯，让3个小姑
娘从当年的小不点儿长成了小大
人，她们个头都超过了1.60米。乒
乓生涯的下一步目标，她们的愿望
是：在今年江苏省锦标赛以及明年
举行的江苏省运动会打出佳绩，为
南通乒乓球再创辉煌。

本报记者王全立

市儿体校姐妹多次在全国、省和市级比赛中摘金夺银

三头“小牛”，南通乒乓球新希望

晚报讯 21日，崇川区文俊
社区举办了一场“民俗文化送春
风，幸福喜乐迎元宵”的垃圾分类
主题活动，活动通过亲子游戏和
才艺表演等形式教居民玩转垃圾
分类。

“我们现在实行垃圾三分法
即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
垃圾。”互动游戏环节中，中国天
楹集团工作人员魏东手拿套圈，
指着地上排成九宫格形状、代表
不同类别垃圾的矿泉水瓶，向文
俊社区的居民介绍游戏规则，将
垃圾分类知识穿插其中。

“每周日会有现场回收垃圾
的活动，各位业主可以将垃圾送
过来获取相应的积分。垃圾分得
越细，积分越高。居民可以凭积

分来兑换垃圾袋、洗衣液等日用
品。”志愿者张也告诉记者，社区居
民在APP上注册后，也可以给垃圾
贴上二维码投放到指定地点，由专
人收取运输到分拣场后获取积分，
垃圾分拣的详细信息和分数累计情
况将会在APP上显示。

除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创
立积分激励制度，文俊社区还将社
区细分为一块块网格并设置网格长
和网格员来对对应网格内的事务进
行管理，形成“人在网格走，事在网
格办”的管理形式。文俊社区副主
任许雷介绍，未来会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各小区设置宣传栏、回收陈旧
垃圾桶、翻修垃圾回收设施等措施，
让垃圾分类深入人心。

记者蒋娇娇 实习生冯越

晚报讯 18日，一支由执法
队员、社区工作者和高空施工人
员共20人组成的联合拆违队伍，
在25吨吊机的助力下，开始对城
南二村171幢楼顶上一处面积约
70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实施帮拆
作业，这是文峰街道办事处在牛
年新春开启的违建“第一拆”，也
是办事处自成立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组以来实施的首起拆违案例。

春节前，文峰街道根据崇川
区老旧小区改造推进会精神，对
被列入2021年改造计划的4个
老旧小区进行全面部署，为营造

“从早从紧从快”的工作氛围，街
道于2月4日成立了工作组，工
作组下设8个工作小组，实行包
片分干制，由各小组成员采取夜

间入户登记、宣传、签约等方式动员
广大业主配合政府实施的改造工
程。入户工作期间，街道主要领导
全程给予协调指导工作，要求工作
人员温情入户、和风细雨地开展思
想工作，并采购了一批“福”字供工
作组成员入户使用。

春节假日期间，为使入户思想
工作不间断，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
临时组建了老小区改造先锋突击
队。大年初一，在局领导的带领下，
突击队开展了入户拜年和政策宣贯
工作。整个牛年春节期间，部分住
户在强大的政策攻心下，签约同意
帮拆。节后上班第一个工作日，街
道及组织有关部门在城南二村内拉
开了拆违序幕。

通讯员窦保国 记者蒋娇娇

晚报讯 上周末，世界羽联更
新了近半年赛程。种种迹象表明，
计划5月下旬在中国苏州举行的苏
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
很可能推迟举行。值得一提的是，
2019年5月举行的上届苏杯赛，南
通籍选手石宇奇决赛中为中国队夺
得奠定胜局的一分。

根据世界羽联公布的最新赛程
表，苏迪曼杯将于5月23日至30日
举行，同期将举行马来西亚公开赛，
该赛事级别为超级750赛，是东京

奥运会系列积分赛中较为重要的一
站赛事。一旦两项赛事同期举
行，各路高手为奥运积分考虑极
有可能一边倒地选择马来西亚公
开赛而回避苏迪曼杯赛，如出现
此结果将成为世界体坛的一大笑
话，毕竟苏迪曼杯贵为世界羽坛三
大团体赛事。

由此可见，正常情况下世界羽
联很可能会将苏迪曼杯赛推迟到东
京奥运会后进行，当然前提是东京
奥运会确保如期举行。

苏迪曼杯是世界羽联主办的顶
尖赛事，为混合团体性质的世界锦
标赛。苏杯赛创办于1989年，每两
年举办一届，此前南通籍选手葛菲、
赵婷婷、马晋、石宇奇4人先后10
次代表中国队夺得这项赛事冠军。
上届苏杯赛，石宇奇在中日决赛第
三盘比赛中出场，那场比赛他发挥
出色，以2∶1力克日本名将桃田贤
一，为中国队夺回阔别两年的冠军
奖杯。

记者王全立

世界羽联更新近几月赛程
通将石宇奇卫冕战恐推迟

趣味游戏教你玩转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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