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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上午，躺在常州市
第三人民医院病床上的张国良从
爱心人士手中接过 15000元爱心
款，满是感激。这些爱心款是吕
蒙公益服务团的成员及其他爱心
人士在三天内帮他筹集的住院
费。

用命运多舛来形容家住吕城
镇蔡塔村于墅村的张国良毫不为
过。十几年前，张国良的双胞胎
儿子不幸溺水身亡，夫妻俩伤心
欲绝，不久，妻子检查出患有宫
颈癌，后又转为肝癌，为了治

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唯
一让人欣慰的是，今年已经上高
中的女儿优秀又懂事。然而，两
个多月前，张国良的妻子因病去
世，留下张国良和女儿相依为命。

今年 8月底，新学期即将到
来，父母都带着孩子去购置开学
用品、衣服等，但张国良的女儿
却在家干着农活，新学期的到
来，好像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不
仅因为母亲刚去世，她的心情还
未平复，而且开学所需要的费用
还未有着落。

为撑起这个家，让女儿好好
上学，张国良拼命工作赚钱，但
苦难似乎并没有结束，不久前张
国良病倒了，连续做了两次腰椎
手术，不仅为妻子治病欠下的债
还未还完，还又添了新债，而且
家中年代久远的房子因没钱修缮
已经成了危房，父女俩只得借住
在同村亲戚家。9月下旬，张国
良腰椎病情加重，常州市第三人
民医院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可住
院费和治疗费让他犯了愁。

吕蒙公益服务团的管理员偶

然得知此事后，便组织志愿者上
门走访。“来到张国良家实地了
解情况后，我们当即决定先资助
5000 元以解这个家庭的燃眉之
急，并且资助孩子每个月 600元
的生活费，让她好好上学。”该
管理员告诉记者，蒋建忠和蒋春
生两位爱心人士还主动出资帮张
国良修缮危房。

在得知张国良需要住院治疗
后，9月26日，吕蒙公益服务团
在微信群里发起了捐款倡议，近
300名群友和社会爱心人士得知

后纷纷捐款，短短三天时间，共筹
集到15000元爱心款。

5 日上午，吕蒙公益服务团
志愿者们来到常州市第三人民医
院，将 15000 元爱心款送到张国
良手中时，这位 56 岁的男人握
着爱心人士的手，流下了眼泪。
他哽咽着说：“谢谢你们的关
爱，我现在只想早点好起来，我
没照顾好妻子和两个儿子，但是
我想好好把女儿抚养长大，看着
她走上工作岗位，看着她出嫁
……”

15000元，传递着一份关爱
本报记者 李潇 通讯员 孙红军

本报讯 （记者 李潇 溢

真 陈晓玲 茅猛科）九九重阳
节，浓浓敬老情。连日来，我市
各单位、各部门以多种形式为
老人们送上祝福，营造了“敬
老、亲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
尚，让老人们度过了一个幸福
快乐的节日。

“有这么多好吃的，还有这
么多人陪伴，今年的重阳节很
热闹，也很开心。”7日下午，在
丹北镇前巷老年公寓内，89岁
的朱小金一边看着文艺演出，

一边感叹道。前巷老年公寓负
责人朱冬青表示， 重阳佳节
爱心人士不仅送来慰问品和慰
问金，帮老人剪头发等，还送
来了文艺演出，为老人们提供
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关怀。

在云阳桥社区居委会，50
位老人领到了金润发超市商业
广场店准备的重阳礼包。店长
唐铭介绍，四年前，他便组织
员工在重阳、端午、中秋等佳
节走进社区、敬老院慰问老
人，“作为企业，应当发扬尊

老爱幼这一传统美德，这几年，
我们还联合公益组织、传统文
化协会等开展各式各样的活
动。”

云阳敬老院迎来了公园
新村社区、太阳城社区、华都
锦城社区和丹阳爱心义工社
的志愿者们，他们给老人们送
上节日祝福和慰问品的同时，
还给老人们包饺子、理发、修
剪指甲等；西门敬老院迎来了
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物业管
理处的工作人员，除了水
果、面包等慰问品外，老人
们还收到了绿植；华南新村
社区工作人员走访慰问了辖
区 5 名 90 周岁以上老人，给
他们送去了节日祝福和慰问
品，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
暖带到他们的心中；西门大
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
练湖卫生院举办了健康知识讲
座，并为辖区老年人测量血
压，送上了一份“温暖而健
康”的重阳节礼物。

丹阳中专关工委和退教
协组织退休教师返校共庆佳
节，还为金婚教师、80 岁教
师和 90 岁教师送上了祝福与
礼物，让退休教师们感受到温
暖和关怀，体现了学校尊老、
敬老的优良传统。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徐志海）天气渐凉，然而，6
日清晨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人很
暖心。市城管局环卫处门前三
包所的环卫工李根娣在保洁时
捡到一部手机，随后及时还给失
主，手机失而复得，失主心里尽
是感谢和温暖。

6日清晨，正在城河路不夜
城附近路段保洁的李根娣无意
中看到路边有一部苹果手机和
一只充电宝，便上前捡了起来。

“失主肯定非常着急！”于是，她
站在原地等候了一会，见无人前
来认领，便将手机和充电宝一并
交到门前三包所，请该所负责人
帮助寻找失主。

正在大家为如何找到失主
而犯愁时，手机响了起来，原来
是失主小张打来电话寻找手
机。约 15 分钟后，失主匆匆赶
到位于全福路的环卫处门前三
包所。手机失而复得，小张感激

不已，“这部苹果手机是前不久
刚买的，花了我几千元呢！”临走
时，失主欲酬谢李根娣，但被憨
厚的李阿姨婉言谢绝，“不是我
的东西肯定不能占为己有，捡到
东西交还失主也是我应该做
的。”

“像李根娣这样拾金不昧的
好人好事在环卫工人中还有很
多。”环卫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环卫工人捡到手机、
钱包等物品已达 20 多次，每次
都是及时上交，物归原主。他们
这种拾金不昧的行为，体现了当
代环卫工人良好的道德风尚，值
得广大市民尊敬和学习。

环卫工人拾金不昧
平凡举动温暖人心

社区志愿者为云阳敬老院老人修剪脚趾甲。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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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爱老心 浓浓敬老情

通讯员 张从兵 摄

江苏丹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校园招聘简章
江苏丹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是经批准设立的地
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现辖1个
营业部，38个支行，6个分理处，
拥有员工 653名，是丹阳市营业
网点多、覆盖范围大、服务群体
多的金融企业。

丹阳农商银行 2020 年度员
工招聘正式启动，诚邀优秀青年
学子加盟，期待与您同发展，共
成长。

一、招聘条件
1、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遵

纪守法，诚实守信，身体健康。
2、境内外高等院校全日制

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专业符
合对应岗位相关要求。

3、本科生年龄不超过 26 周
岁（1994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硕士研究生不超过28周岁（1992
年1月1日以后出生）；博士研究
生不超过 35 周岁（198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二、招聘职位及要求
本次招聘员工 15名。具体

要求如下：
（一）通用类 10 名（男性 5

名、女性5名），专业不限。
（二）计算机类 5名（男女不

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
专业。

备注：计算机类报名达不到
开考比例的，招聘名额自动转入
通用类招聘。

三、招聘程序
招聘工作坚持“公开、平等、

择优”原则，包括报名、初选、笔
试、面试、体检和录用等环节。

（一）报名和初选
本次招聘统一采取网络报

名形式，应聘者可登录报名网址
（http：//campus.51job.com/jsnx2020/）
并按要求注册、报名。每个应聘
者可填报2个应聘志愿。

1、报名截止时间：2019 年
10月29日24点。

系统根据填报顺序，优先将
简历投递至第一志愿，第一志愿
审核未通过方会触发第二志愿
简历投递。

2、资格审查截止时间：2019
年10月31日17：00。

3、缴费确认：2019年 11月 2
日-11月5日17：00。

通过资格审查的应聘者完
成缴费确认后，方取得考试资
格。考生可直接在缴费网站缴
纳有关费用。缴费网址：http：//
jsnx.campustest.cn/ 。本次考试
考生按 90 元/人进行预缴费，考
试后退还报名费用。

4、考试地点选择：2019年11
月6日-11月7日。

考生缴费完成后，可在规定
时间内登录缴费网址，根据需要
选择参加考试的地点。

5、准考证打印：考试地点确
认后，考生在 2019 年 11 月 10 日
开考前均可登录缴费网站下载
打印准考证。

（二）笔试
笔试时间：2019 年 11 月 10

日上午，具体时间以准考证为
准。

笔试成绩查询时间另行通
知。

（三）资格复审与面试
本行将组织资格复审和面

试，资格复审不合格的，取消面
试资格；通过资格复审的，由本
行通知统一参加面试。相关审

核材料要求原件并提供复印件，
复印件本行予以保密，请自留底
稿，恕不退还。

（四）体检和政审
本行将对拟录用人员组织

体检和政审，不合格者取消录用
资格，空缺可按综合成绩依次替
补。

（五）聘用
本行将择优录用应聘者，并

按规定办理聘用手续。录用人
员工资、福利待遇按行业有关规
定执行。被聘用人员如不服从
分配或不愿签订劳动合同，本行
有权不聘或解聘。

四、注意事项
1、本行根据考生网上提交

的信息进行审核，应聘者应对申
请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与事
实不符，本行有权取消其考试及
录用资格，由此导致的后果由应
聘者自行负责。

2、本行有权根据岗位需求
变化及报名情况等因素，调整岗
位招聘职数，并对本次招聘享有
最终解释权。

3、报考人员可在缴费时自

行选择考点参加笔试。
4、招聘期间，本行会通过招

聘系统提示、电子邮件、短信等
方式通知审核进程或与应聘者
联系，请保持通讯畅通。

5、本次招聘工作接受社会
监督。

咨询电话：0511-86519123。
监督电话：0511-86519106。
本简章由江苏丹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郑重声明郑重声明：：全省农村商业银全省农村商业银
行招聘考试无指定考试辅导行招聘考试无指定考试辅导
书书。。招聘单位不举办招聘单位不举办、、不委托任不委托任
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丹阳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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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益的舞台上翩翩起舞在公益的舞台上翩翩起舞
本报记者 萧也平 魏郡玉

如果说成为一名志愿者需要热情和感性，
那么坚持志愿服务、坚持做公益需要的则是执
着和理性。如意慈善云阳分队队长邹代红对此
感受颇深，从普通志愿者到 200多队员的带头
人，公益正逐渐成为她一份无法割舍的事业。

时间回溯到2017年，当时的邹代红热爱跳
舞，她是千人广场舞领队群主，是广场舞领队，
还于 2017年中旬在丹凤公园组织了一场千人
广场舞活动，“舞蹈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跳舞会让我觉得开心。”她也经常下乡指导，
让更多热爱舞蹈的人能相互交流，共同学习。

邹代红自己经营一家婚庆策划公司，平时
生活倒也安安稳稳，但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原
本波澜不惊的平淡生活泛起了涟漪。“舞蹈队中
有个队员是如意慈善的志愿者，经常献爱心，有
一次，我跟随他们去参加了他们的日常活动，那
种公益氛围深深地感染了我。”短短的一个小活
动，带给邹代红内心的冲击却持久而强烈。她
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就可以
让他人感到快乐。她说：“公益好像有点意思。”
自此，邹代红加入了如意慈善，也成立了自己的
分队小团体，几乎每次活动都少不了她的身影。

随着对公益和志愿服务的了解日益加深，
邹代红开始有了更多想法。“之前刚成立云阳分
队的时候，服务项目比较杂乱，也不成体系，现
在我们的服务人群主要是孤寡老人和困境儿
童，更有针对性。”邹代红说，接触了越来越多需
要帮助的人，愈发感觉自己个人力量很渺小，希
望自己可以发动更多人，做贴近普通人的公
益。她还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
进公益组织，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去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这是让她觉得欣慰的。云阳分队
在2017年成立，人数最高峰时曾达到300多人，
目前活跃的队员也有 200多人，庞大的队伍让
他们在从事公益事业时能快速聚集更大的力
量。

面对困境儿童们，她扮演着“慈母严母”的双重身
份，给他们双重的关爱。

每逢节假日，她陪伴最多的不是家人，而是敬老
院的这些老人们。

考虑到老人们给自己剪指甲有困难考虑到老人们给自己剪指甲有困难，，她总会热心她总会热心
地拿出工具帮老人们修剪地拿出工具帮老人们修剪。。

作为广场舞的领队，她化得一手好妆，领舞、排
练、后勤……她努力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邹代红参加我市的公益演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