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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桂荇 张一
峰）110 箱棉衣装进大卡车，启程
前往云南丽江宁蒗小凉山；五面
行动队旗传递到各位行动队长手
中，500 多名会员当即展开行动，

赶在春节前把慰问品送到全市
120 名百岁老人、50 名留守儿童
手中。1 月 20 日，市心连心协会
同步启动凉山寒冬暖衣、慰问百
岁老人、关爱留守儿童三项公益

活动，市民政局、市妇联、团市委、
市老龄委的负责同志现场见证启
动仪式。

三个公益项目，心连心志愿者
协会均开展已久，今冬再次启动，
依然激发了全体会员的热情。记
者了解到，目前心连心协会对接
帮扶的市内外贫困儿童共有 570
名，均逐一落实具体帮扶人，帮扶
责任人除在每年暑期给每位孩子
提供 1000 元助学金外，还要承担
起心理疏导、生活护理等。去年
秋，协会几位会长受全体会员委
托，专程前往我市对口帮扶的陕
西省铜川市耀州区，深入山区 41
位贫困孩子家中，提供资助近七
万元。去年 12 月 5 日给他们寄
去了棉被、羽绒服、保暖鞋等过冬
物资。慰问百岁老人，今年是第
二年，500 多名会员均参与行动，
把棉被、饮料、蛋糕、点心送到百
岁老人家中。

与云南丽江宁蒗的帮扶，同
样始于对山里孩子的关爱。本月

上旬，心连心协会已经寄出 85 双
保暖鞋到云南丽江宁蒗，并为当
地两所学校提供了所需生活日用
物资。此次开展情暖小凉山活动
一经提出，不仅全体会员热烈呼
应，而且得到市武术协会、太极拳
协会、旗袍爱好者协会等社会团
体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大力支
持，收到捐赠暖衣逾万件，还有数
千双鞋、袜。会员连续 10 多天起
早带晚分捡、整理、归类、打包装
箱。有的会员放下自己的工作
调班参加义务劳动，有的会员家
在乡镇，冒雨开车为拣衣会员送
来美味佳肴，有的为会员带来防
护用品等等。每一件衣服，都精
挑细选，共同协商，坚决不把不
适 合 穿 用 的 衣 服、奇 装 异 服 等
寄 到 凉 山 。 成 人 、小 孩 棉 衣 分
类入箱，标注清晰，折叠整齐，
确保凉山的父老乡亲们穿在身
上 既 保 暖 又 舒 适 ，既 美观又整
洁。

心连心志愿者协会同步启动三项公益活动
万件棉衣送往凉山 登门看望120名百岁老人 牵手对接 570名留守儿童

曹燕妮 徐良观

南沈灶镇常灶村五组陈
远江、陈远湖、陈远海三兄弟
七年如一日侍奉卧床不起的
老母亲，被左邻右舍和常灶
村广大干群传为美谈。

陈远江三兄弟的母亲周
桂凤今年已 93 岁。2010 年
老人瘫痪，行走不便，弟兄三
人就轮流赡养。老人长期卧
床，但饮食正常，而且特别爱
食荤菜，儿子儿媳们总是专
门为她多做些肉圆等食物。
由于长期不运动，老人经常
便秘，吃一般的通便灵没用，
他们就买来其它一些通便
药。这下问题来了，老人经
常大便失禁，儿子儿媳从来
没有一句怨言，帮助老人清
理床铺和衣服。可能卧床太
久，老人脾气暴躁。白天，儿
子儿媳去田里干活，她在家
安安静静，可到了夜里，有事
没事经常叫唤，弄得儿子儿
媳经常夜里睡不好觉。但
是，尽管如此，周红、朱秀萍、
朱存珍三个儿媳没有半句怨
言，妯娌三人也从来没为照
料老人的事红过脸。

陈家三兄弟中，大哥陈远
江是村里的老龄委主任，大

儿子早年溺水身亡，二儿子
智障，但他从不因为家庭的
特殊而少尽赡养义务，总是
事事带头。妻子周红今年已
经74岁，也到了需要人照顾
的年纪，可是她仍不推脱照
顾婆婆的责任。去年国庆期
间，老二陈远湖患肺脓肿，在
盐城治疗，照料老人的重担
就落在老大和老三身上。如
今陈远湖病情有了好转，陈
远江和陈远海商量决定，暂
时不要他回来照顾老人，让
他在盐城再养养身体。老二
虽然人在医院，心还是在母
亲身上。去年，为了照顾老
母亲，在上海打工多年的老
三陈远海放弃高收入，回家
边种田边与妻子一起照顾母
亲。

兄弟三人照料老人的行
动给晚辈带来了潜移默化的
影响。周广萍、李海琴两个
孙媳妇虽然人在外，每次回
家都要给老人带营养品和新
衣服，并坐到床头与老人拉
拉家常，逗老人开心。

“母亲年轻时含辛茹苦把
我们兄弟仨拉扯大，实在不
容易，现在父亲走了，母亲她
老了，我 们 照 顾 她 是 应 该
的。”陈远江说。

久病床前三孝子

三仓镇制度化、常态化开展国家工作人员学法活动，不断提高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图为该镇日前在镇政府三楼会议室组织开展2017 年度全镇国家工作人员法
律法规知识学习考试活动。 张佳 吴均铁 沈永红 摄

本报讯（记者 唐雅）尽管距
离春节还有二十多天的时间，但
我市许多酒店、餐馆的年夜饭预
订已进入高峰期，有的甚至是“一
桌难求”。1月21日，记者走访发
现，今年年夜饭仍多走亲民路线，
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

“阖家团圆的日子，做菜这种
累活儿，请放心交给我们。”“现在
年夜饭预订就堪比‘双十一’，稍
一溜神，心爱的包厢就会被抢
光。”记者翻看市区某家大型酒店
的微信公众号，发现早在去年12
月底，年夜饭的预订工作就已被
该酒店悄然提上议程。“所以你们
早在去年底就已经开始接受年夜
饭的预订了吗？”面对记者的询
问，酒店订餐人员小丁笑着表示：

“这不早啦，去年大年三十，许多
人这头才刚吃完饭，那头就赶忙
预订好了今年的年夜饭。”

小丁告诉记者，今年年夜饭

包厢早已预订结束，大厅预订也
接近尾声，目前只有不到十桌的
空余。“去年只开设一个大厅供
市民朋友们吃年夜饭，今年我们
决定增开两个大厅，希望可以让
更多人过一个称心如意的团圆
年。”此外，酒店还准备了多重好
礼，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造浓节
日气氛，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让
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赢得好彩头。

“我们工作忙，几乎都得到
大年三十下午才能从外地赶到
家。父母年纪大了，不舍得再叫
他们操劳，前年开始，我们就在
酒店吃团圆饭了。过年嘛，就是
图个热闹和喜庆，几十桌人在一
个大厅里，同样的菜肴，同样的
开饭时间，特别有意思。”虽远在
广州工作，张先生一早就电话预
订好了今年的年夜饭。而家住通
新小区的赵阿姨则想来个改变，

“我们一大家子 10 口人，往年都

是在家里吃年夜饭，要准备各种
食材，花费太多精力，尤其吃完后
的桌子，收拾起来真麻烦。今年
决定省省心，也来这儿尝试一
下。”

当然，除了市区大酒店的年
夜饭市场异常火爆，许多家常餐
馆也陆续推出年夜饭套餐。相较
于大酒店，这些家常餐馆则主打
更加温馨亲民的路线。位于步行
街的一家小饭店从大年三十到正
月初五的包厢早已经被预订一
空，不少人都惋惜自己没早来一
步。家住附近的黄阿姨去年在这
家饭店连吃了6顿，600多元一桌
的价格让她觉得很划算，“这里的
家常菜很出色，价格也非常实
惠。尽管节日时候很忙，菜品却
一点不打折扣。所以今年，我毫
不犹豫地又选择来这里吃年夜
饭。”

年夜饭预订火爆 部分酒店“一桌难求”
本报讯（记者 张佳 通

讯员 王俊生）1 月 19 日上
午，唐洋镇阳光志愿者法治
服务站的志愿者们在红花村
部前设置普法宣传点，开展
义务法制宣传活动。

在普法现场，身披红色绶
带的志愿者们向过往的村民
发放《涉及农民工的法律法
规》《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
工工作的通知》《生活法律百
事通》等普法资料，并就群众
关注的土地承包纠纷、婚姻
家庭纠纷、劳动争议纠纷等
热点、难点问题提供法律咨
询。同时，通过群众喜闻乐
见的普法载体，着重向农民
工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法律援助条例》等与
农民工维权密切相关的法律
知识，详细介绍了法律援助
和司法救助规定，鼓励他们

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今年以来，唐洋镇阳光志
愿者法治服务站创新普法宣
传形式，整合各方资源，制定
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把各
项任务量化到岗、细化到人，
形成上下联动、有机衔接、协
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坚持

“面对面”，深入村居、田间地
头、工厂车间，通过报告会、
宣讲会、座谈访谈、促膝谈心
等形式，全面系统地传播法
律知识，深入浅出地解答农
民工的法律困惑，做到解决
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
结合。同时，注重“键对键”，
充分发挥网站、微博、微信公
众号等新媒体的传播优势，
搭建法律宣传互动交流平
台，展示农民工群体形象和
精神风貌。

唐洋镇阳光志愿者开展“冬日
暖阳，法系民工”宣传活动

记者 陈美林 通讯员 朱铭

1 月 17 日一大早，湖滨花园酒
店总台接待人员正在为一批游客办
理退房手续。人群中，一位上了年
纪的女性游客挤上前，向接待人员
递上一份手写的感谢信，再三嘱咐
一定要转交给酒店领导。

原来这批游客是来自上海艳阳
度假旅行社的，感谢信盛赞酒店服
务热情，温暖如家，特别提到了酒店
前厅部经理戴月霞视客人为亲人，
入住酒店两宿，同行一位游客突发
胆囊炎，戴月霞连续两天主动开车
将生病的游客送至医院急诊，让他
们感激不尽；信中还提到了餐饮部
服务到家，专门熬制米粥，配上馒
头、咸菜送至房内……

据悉，艳阳度假旅行社是西溪
旅游文化景区的友好合作伙伴，在

“全域旅游·全景东台”新一轮发展
中，与景区建立产业战略联盟。截
至目前，酒店已接待该旅行社近50
批1000多人次的游客，游客对象大
多是老年人。酒店用贴心的服务，
让游客如沐春风，倍感温馨，合作方
很是满意，此次接到感谢信也就不
足为奇了。

一封温情的感谢信

本报讯（钱晶晶）1 月 18 日上
午，一批崭新的残疾人辅具器材运
抵溱东镇康乐残疾人之家，并免费
租借给有需要的残疾人。

此次发放的辅具器材是广大残
疾人需求最高的辅具器材，包括普
通轮椅、坐便轮椅、坐便器、不锈钢
腋拐、手杖、助行器等。辅具器材刚
到，正在残疾人之家兼职的残疾人
便兴奋地围了上来，周围闻讯赶来
的残疾人及家属也喜滋滋地挑选所
需的辅具器材，并进行租赁登记。

据了解，残疾人辅助器具租赁、
维修是溱东镇拓展服务思维，夯实
服务基础的一项举措。该镇依托残
疾人之家，建立辅具租借、维修服务
点，满足广大残疾人的使用需求，大
大方便了残疾人生产生活。

溱东镇开展辅具租赁维修
零距离服务残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