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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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辰大厦 8/32 办公楼 205m2+147㎡m2 办公装修 门对门 可以分开卖 300万
国贸中心5A级 17/37 办公楼 143m2+143m2 豪装 租15万/年 可分开卖 多套360万
名都广场 5/18 三室阳光厅 165m2 精装 空学位 479万
青年西路40号 6/7 一层办公楼 915.38m2 江苏银行楼上 有电梯 550万
郭里园新村 1/6 二室半一厅 74m2 中装 1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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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毓秀家园 高层 137m2 3-2 简装 车库29m2 220万
虹桥北村 2/6 92m2 3-1 精装 车库7m2 155万
光明南村 5/6 76m2 2.5-1 中装 空学位 169.8万
姚港路2号 2/6 77m2 2-1 精装 车8m2 168.8万
苏建名都城 6/电 122m2 3-1 精装 车库16m2和车位 386.8万
天润锦园 中/电 89m2 2-1 毛坯 238万净
华侨花苑 4/车 81m2 精装 车库15m2 1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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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海通锦绣苑 4F/电 3-2-2 163.4m2+车位 精装 486万
启秀星河城 3F/复式 4-2-2 190m2 精装 258万
中南俪园 4F 3-2-1 116.35m2+24.05m2车库 精装 300万
东昇花园 好楼层 3-2-1 132m2+12m2车库 中装 335万
白家园 4F 2-1-1 65m2 简装 265万
学田苑 1F 3-2-1 141.41m2+10m2车库 288万
新建新村 1F 1-1-1 41.5m2（沿河自做店面，现出租） 152.8万
中天府邸店面 1F-2F 107m2/107m2 400万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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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照料服务框架”初步形成

“我们对原有关爱照料服务协议进行
修订和完善，要求更加具体、责任更加明
确，形成了分散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服务的

‘兜底网’。目前海安当地2271名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已全部签订关爱照料服务协
议，并且全部落实关爱照料服务。”谈到这
一喜人现状，海安民政局副局长于俊卿说，
过去一年，海安不断加大人力、物力、财力
投入，系统性地整合各类照料服务项目，对
照料服务的补贴标准、资金筹集、职责分工
和考核监督等内容予以明确，着力探索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物质生活保障+精神生
活服务”关爱照料新模式。

于俊卿说：“2020年，我们专门出台了
《海安市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实施
办法》指导性文件，构建照料服务的体系框
架，健全照料服务的分类。”

他特别提到，根据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的身体状况和自理能力程度的不同，将具
体的服务分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
务、居家养老“一助一”服务和长期照护保
险居家照护服务三类。统计显示，第一类
服务对象主要为全自理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服务事项围绕生活关怀问候、健康状
况巡查和紧急呼叫等展开，目前海安有
1631 名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享受这一服
务，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120元，年
投入资金约180万元。第二类主要为自
理有一定困难的对象提供日常照料、陪同
就医和代购物品等服务，目前有640人享
受服务，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00~300
元，年投入资金约110万元；第三类长期
照护保险居家照护服务，主要由定点服务
机构提供身体照护、生活照料、清洁服务、
压疮护理、体征监测以及各类个性化服
务，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天8~15元。此外，
在加快养老服务机构综合能力建设上，海
安着力统筹推进服务机构护理能力提档
升级和医养结合能力建设，实行长期照护
保险定点服务机构的统一打包式办理，不
断提高失能失智特困人员集中收治能力和
供养水平。

“线上呼叫+线下服务”受欢迎

“正月初六晚上，弟弟的右腿出现莫
名疼痛，熬到第二天早上痛感愈发强烈，
一通电话，助老员钱师傅二话不说就赶来
了。”海安兴环村13组的八旬老人周所德
告诉记者，好在钱师傅送医及时，弟弟才

逃过一劫。
周所德口中的钱师傅叫钱富元，是海安

助老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其所在的安康通智
慧养老平台承接了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第三
方服务。

于俊卿介绍，从“互联网+服务”的发展
思路出发，海安正在全力打造多场景融合的

“互联网+”养老服务平台，依托智慧养老服
务中心信息化平台和81812349居家养老服
务热线，形成“线上呼叫调配、线下上门服务”
的居家养老服务信息网络，真正将服务延伸
到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家中。

线上服务人员为老人提供天气提醒、电
话关爱和信息咨询等服务，线下服务团队为
老人提供做餐喂食、上门理发、指甲修剪、洗
脚擦身、家庭保洁和换季整理等服务。同时，
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考核机制，成立考核
小组定期对服务质量进行考评，这样一来，形
成了无缝对接的信息化照料服务闭环，通过
一段时间的创新实践，受到当地老人的欢迎。

保障服务“纵向到边、横向到底”

家住海安雅周、年逾九旬的俞老太太是
一名建档立卡户，终身未育，平时体弱多病，
四年前股骨头跌断导致下身瘫痪，老人不仅
生活非常困难，而且还失去了自理能力。相
依为命的老伴老许过世后，俞老太太连基本
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了，做一顿像样的午餐对
于她来说都是奢望。后经社区党委和居委会
协商，充分考虑到老太太的个人意愿，由其两
个侄子轮流照顾。

据了解，自从“爸妈食堂”在社区开放后，
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每天中午给老太太送餐
和探望，改善了她的用餐问题和生活状况，构
建“爱心餐饮企业提供餐食+社区党员志愿
者送餐”的居家助餐模式。有了这份公益午
餐，俞老太太的生活便利不少。

诸如此类的个性化关爱照料服务，是解
决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的重要途径。在这些服务项目中，由社会组
织积极开展的公益创投助老项目“爱de午
餐”“公益宝贝爸妈食堂”，已惠及当地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600余人；此外，海安各级基层党
组织积极开展“冬日送温暖”“夏日送清凉”、
疫情期间送防护用品等活动，养老服务平台
依托全市社区服务站点全年开展义诊、义剪、
健身操学习、歌舞表演、安全警示培训、安康
通温暖行等活动150余场次。通过社会各界
精彩纷呈的活动开展，保障关爱服务“纵向到
边、横向到底”，让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享受到
全方位的温暖。 本报记者李彤

“锦泉，你的遗愿我们帮你实现了，放心
吧。”25日，在去世党员徐锦泉位于城南新村
的家中，一个简朴的告别仪式正在进行。徐
锦泉的爱人王林将雪白的菊花放在他身上，
泣不成声。在崇川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亲
友的见证下，徐锦泉的遗体被通大附院医学
院接走，将用于医学研究。

1957年出生的徐锦泉是南通市第三印
染厂的退休职工，10年前不幸罹患白血病。
去年3月，第三次白血病复发的徐锦泉对王
林提出，去世后想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或
拯救更多宝贵的生命。在王林的陪伴下，徐
锦泉来到市红十字会，亲笔填写了《无偿捐献
遗体志愿申请书》。登记表上的“本人郑重承
诺”一栏中，他工整地签上了“徐锦泉”三个
字。“那时候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走路、爬楼
都没力气，但是这个表填得特别认真仔细。”
王林含着眼泪说，徐锦泉非常“宝贝”这份申
请书，挑了两个文件夹将申请书层层包好，让
她收藏妥当。

做出决定当天，老两口联系了在北京的儿
子徐鹏，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也打了电话说明。

“爸爸的这个心愿很伟大，我们无条件支持。”徐

鹏说。这个决定曾一度让徐锦泉的两位姐姐无法
接受，“传统想法是入土为安，我们舍不得弟弟啊。”
姐姐、姐夫曾轮流做徐锦泉和王林的工作，但徐锦
泉没有动摇，反而做通了姐姐们的工作：“人死了不
过是烧成灰、占个地方，如果能捐献遗体，能为国
家作最后一点贡献，这是我作为党员的荣誉。”

23日傍晚，徐锦泉因抢救无效离开人世。
王林记着老伴临终的嘱托，很快联系了市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锦泉因为免疫力下降，去世前得
了带状疱疹，十分痛苦。”王林说，治疗的过程中，
徐锦泉不肯插胃管、不肯切开气管，想留下完整
的遗体捐给医学院。作为亲属，她虽然舍不得爱
人受罪，但还是支持了他的决定。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近年来，人们的
思想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器官捐献给需
要移植的人是一种生命的升华。截至2021年2
月25日，我市有遗体器官捐献登记（含线上）
11952人，成功实现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
18例、眼（球）角膜捐献35例、遗体捐献40例。
让52位器官衰竭患者重获新生，60位眼疾患者
重获光明。

本报记者袁晓婕 本报通讯员马达

这些天，家住启东市寅阳镇的残疾人陈
泉正忙着制作传统手工兔子灯，这些兔子灯
凝结了他的心血，也寄托了他最美好的祝福。

小小兔子灯 寄寓“福禄寿”

陈泉娴熟地撕下一段段等长的胶带，固
定好兔子的身体和头部。粘布、贴金边、装轮
子、剪眉眼……陈泉的兔子灯颇费心思，还蕴
藏着特殊的寓意：兔子的双耳贴上了“福”字，
尾巴上贴着“寿”字，红色的大鼻子特意做成
了葫芦的形状，与“禄”同音，串成了中国传统
文化中“福禄寿”的美好祝福。元宵前夕，不
少人通过微信找陈泉购买手工兔子灯。

点亮一盏灯 照亮人生路

上午10点，已经站立了近3个小时的陈泉
稍稍活动了一下双脚，脊背僵直、酸痛得厉害。

陈泉是一名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身体依
靠双拐支撑，无法弯腰坐下，站得久了连支撑
双拐的胳肢窝都疼得难以忍受。母亲劝他别
太累了，他却笑着安慰母亲，“我不怕辛苦，反
而觉得我的人生有了意义，自己也变成了一
个有价值的人”。

18岁被确诊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因为错

过了最佳治疗时间，陈泉在最好的年华里丧失
了健康。直到2019年8月，42岁的陈泉在启东
市残联的帮助下参加了省残联开办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秦淮灯彩培训班，整整21天，陈泉
咬着牙坚持学会了兔子灯、荷花灯等各种花灯
的制作。在启东市残联工作人员和社会爱心人
士的帮助下，陈泉通过制作各种精美的花灯有
了一笔小小的收入。

传承非遗文化 回馈社会关爱

今年的元宵夜，陈泉参加了由启东市肢协
和亲子沟通营联合举办的“正月十五闹元宵”活
动，给孩子们讲述非遗传承，手把手教孩子们制
作传统兔子灯。

类似的非遗传承活动陈泉已经参加了将近
10次。2019年至今，陈泉走进校园、单位、社
区、村委会等教学兔子灯等花灯的制作，致力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陈泉变了，变得自信和快乐，变得阳光、积
极，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中国好人、启东市肢残
协会主任苏晓琳一路帮助并见证着陈泉的成长
和改变，她由衷地感慨，“残疾人也可以通过自
己的努力，用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梦想！”

本报通讯员钱伶俐 汤钦云 本报记者黄海

海安巩固和深化创新实践成果，编密织牢关爱服务网络——

让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幸福感倍增
本月 24 日召开的 2021 年全省社会救助工作会

议上，通报了上一年度全省社会救助创新实践成
果。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由海安民政局选送的

“‘三化’实践助推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关爱模式创新”
项目入选年度七大最佳案例。

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退休职工徐锦泉完成最后善举

巧手做兔灯 照亮人生路

启东陈泉自强不息传承非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