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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爱心企业加入
“暖冬行动”
给近百户贫困家庭送
“新年大礼包”
本报讯（记者 焦
霞映 通讯员 陈翔）
春节来临之际，市房
管局联合市物业行业
协会，发动多家爱心物业企业加入
“暖冬行动”，给近
百户贫困家庭送
“新年大礼包”
。
2 月 10 日下午，爱心志愿者们开车装着价值近
2 万元的被子、色拉油以及慰问金来到泰兴黄桥南
沙村，给当地 35 户贫困家庭送去“新年礼包”。南沙
村村委会爱心物资集中发放现场，受慰问人员你一
句、我一句，拉着志愿者们的手道着声声感谢，聊着
家长里短。尽管天气寒冷，但大家的心里暖洋洋的。
据悉，35 户家庭中，有低保户、贫困家庭、留守
儿童、建国前老党员等。
小欣今年 14 岁，由于家庭变故，一直跟着外
公外婆生活。60 多岁的外公外婆种了几亩地，开
了个小卖部，领着外孙女艰难度日。孝顺懂事的
她，深知外公外婆的不易，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优
异。看外婆拎着两瓶色拉油有些重，她连忙抢过

来 ，帮 着 外 婆 拎 。 临 走 时 ，小 欣 非 常 有 礼 貌 地 向
爱心志愿者们说了声“谢谢”。
秦桂芳今年 63 岁，老伴年轻时就多种疾病缠
身，1 个多月前，被查出患上食道癌，刚做完手术。
当下，天气又冷，体质又差，秦桂芳老伴恢复得不
是很好，睡在床上 24 小时离不得人。之前，秦桂芳
还在外面打点零工，老伴生病后，她要专职伺候老
伴，家里就没了经济来源。常说病人气多，老伴常
朝秦桂芳发火，秦桂芳不知受了多少气。爱心志
愿者们连忙宽慰她，
“ 阿姨，你可不能生气，要保重
好身体。家里这种情况，您不能再倒下了。”秦桂
芳连连点头。
众人添柴火焰旺。市房管局局长封伯平说，今
年的“暖冬行动”，他们先后走访慰问了高港孔桥社
区和黄桥南沙村贫困家庭近百户，向困难群众赠送
的新年礼包，是整合多家爱心物业企业提供的年货
产品，以解困难群众燃眉之急。
“奉献爱心、回馈社会，我们义不容辞。”爱心企
业泰州市沁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庆庆说。

这个司机胆忒大
竟抱着孩子开车
本报讯（记者 唐春杰 通讯员 闻栋）11 日下午 3
时 55 分，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二大队民警在北京方
向泰兴东收费站检查时发现，一辆苏 E 牌照的车辆存
在安全隐患，
民警立刻拦停住该车辆。
车停下来后，民警上前一看，眼前的一幕让人惊呆
了：驾驶员竟然把孩子放在腿上开车，孩子紧靠方向
盘。据目测，
孩子不足两岁，还不会走路。
经初步调查，驾驶员是孩子的父亲，当天是带着孩
子回家过年的。因为车上没有儿童安全座椅，他就让
孩子坐在腿上，一路开过来的。
民警随即开出了罚单：该车辆未年检，罚款 200
元、计 3 分。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小孩
放在方向盘上）罚款 50 元计 2 分。

公牛受惊从卡车上窜下
民警设卡堵截成功处置

福利中心老人吃爱心年夜饭
本报讯（记者 唐春杰 通讯员 于华根）2 月 11
日晚，市社会福利中心 149 位老人欢聚一堂，泰州国
际金陵大酒店派出精干厨师、服务员，
为中心老人准
备了一顿丰美的大餐。
泰州国际金陵大酒店当天共准备了 11 桌菜肴，
25 道菜品，都是老人喜爱吃的菜。厨师长唐修洋
说，他已经连续多年为福利中心老人制作年夜饭。
当天的菜肴有溱湖三鲜、糯米山药炖咸鱼、塔菜狮子
头、锦绣百花丸等。其中，糯米山药口感像糯米，是
专门从浙江采购的。
“年年有鱼”
（江鲢鱼）、
“全家福”
（大杂烩）、团团圆圆（塔菜狮子头）等菜品充满喜庆。

泰州国际金陵大酒店贵宾楼层经理秦茹雪说，
当天的活动主题是“情暖冬日 与爱同行”爱心年夜
饭。所有的菜品原料、餐具都由酒店自备。酒店派
出 20 多人的服务团队，派出 6 名大厨，精心为老人
准备年夜饭。
活动现场，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和老人一道共
进晚餐，
向老人们致以新春的祝福。
据了解，泰州嘉銮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栾爱明
已连续 19 年为敬老院老人准备年夜饭。市社会福
利中心自 2009 年设立老年部以来，栾爱明已连续 9
年为中心老人准备年夜饭，
受到老人们的欢迎。

爱心人士关爱夏郑社区留守儿童
本报讯（记者 唐春杰 通讯员 孙小云）6 日下
午，海陵区民政局联合爱心人士走进苏陈镇夏郑社
区，为苏陈镇留守儿童送去精彩的文艺演出和百份
大礼包。
苏陈博爱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夏月珍说，为了
让外出务工的家长放心，同时也让留守儿童感到社
会的关爱，让这些孩子身心健康快乐成长，从去年 9
月份起，该中心有针对地开展“爱的守护”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项目，
为该镇留守儿童提供系列关爱活动。
活动当天，蓝田舞蹈培训中心负责人樊佳月组
织学员及家长参加送温暖活动，孩子们为苏陈留守
儿童带来了
“人见人爱”
“左手右手”
少儿舞蹈。樊佳
月还组织留守儿童与学员互动，开展抢凳子游戏，
活
动现场笑语不断。
蓝田舞蹈培训中心还会同部分学员家长为苏陈

镇留守儿童准备了 100 多份旺旺大礼包。
“这些礼包
是中心和学员家长共同出资购买的，有的家长认购
了几十份。
”樊佳月说。
学员王梓菱小朋友的外公说，带孩子来，
参加这
样的活动，既让孩子得到锻炼，又培养孩子的爱心，
为留守儿童关爱出一份力，可谓一举多得。
“我个人
认购了 20 份礼包。
”
省泰中附中陈孙阅二胡已考过十级。当天，她
在妈妈的带领下，
为苏陈留守儿童演奏了精彩的《山
村小景》，
博得了台下听众的阵阵喝彩。
苏陈镇双岸社区的小桐今年 13 岁，父亲常年在
外打工，
妈妈每天很早外出，很晚才回家。参加当天
的活动，
小桐脸上不时洋溢着微笑，
“每隔一两周，我
们就来参加一次集体活动，在这里我不仅学到了知
识，
还懂得了互帮互助的道理。
”

本报讯（记者 顾和平 通讯员 肖军）2 月 10 日上
午，卖牛肉的商贩老蒋用卡车运了两头牛去屠宰场。
途中，一头黑色公牛受惊，从卡车上窜下来。老蒋担心
黑牛伤人，赶紧报警求助。民警迅速处置，击毙惊牛。
11 时 03 分，大泗派出所接到泰州 110 指令：大泗
镇牧校东面的泗白路上，
有头牛跑了。这头牛是公牛，
可能会伤人，请求帮助。
接警后，大泗派出所民警费非带了三名辅警立即
赶至现场。只见，一头大黑牛在路中央走来走去。费
非立即安排辅警分别在现场南北两头拦截过往车辆，
并疏散现场群众。
报警人老蒋系卖牛肉的商贩。
“我们准备把这头牛
拉出去杀的，邻居家的狼狗一叫，它可能受惊，就开始
跑了。我们五六个人拽都拽不住。
”老蒋说，公牛受惊
后，
随时有攻击路人的可能。
民警费非立即联系大型车辆，将受惊公牛圈在固
定区域内。
考虑到派出所的枪支可能不足以一枪击毙惊牛，
受伤的牛会更加暴躁，
极易造成人员伤亡，费非向上级
汇报，联系巡特警携带长枪到场处置。
11 时 33 分，高港巡特警龚建旭、王玥携带 95 式突
击步枪，火速赶到现场处置。龚建旭瞄准惊牛果断开
枪，
惊牛应声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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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海建常年招工

扬子江药业招保洁

扬子江药业招保洁，月
休 4 天，包吃，待遇优，靠海
泰州海建公司常年招收赴海外建筑劳务：瓦工、木工、水电工、钢筋工、油 燕大酒店。
漆工、电焊工、汽吊工、机修工、塔吊工等，年薪保底 10 万元人民币，包吃住， 电话：13305275850 车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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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招保安若干名，
50 周岁以内，
工 资 2600 元/月 ，形 象 岗 工
资 面 议 ；厨 师 一 名 ；电 话 ：
15850863285 李女士

沁莲物业招聘
海陵区润美
招聘保安，50 岁以下，8 小时，
机械加工部招聘 2100 元/月，
月休 5 天，交五险；保洁，
招钻床工、装配钳工，薪酬面议。 45 岁以下，7 小时，2030 元/月，交五
险；电工 2 名。电话：86882872
电话：1865267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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