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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区属社会组织年检公告
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根据《关于认真做好2021年度区属社会组织（不含慈善组织）年度检查工作的通知》（通民发〔2022〕28号）要求，现对已通过2021年度检查的区属社会

组织予以公告。

如有异议，请联系我局社会组织和社区治理科，电话：0513-86515309。
南通市通州区民政局

2022年11月16日

2021年度通州区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合格单位名单
南通市通州区兴东兴飞艺术团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百花艺术团
南通市通州区金种子奥林匹克体育俱乐部
南通市通州区新芽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尹家园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英雄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联合国际职业技术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西亭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南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通运桥村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阳光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西亭艺才培训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五总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东市居社区卫生服务站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虹南社区卫生服务站
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镇南社区卫生服务站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安康居社区卫生服务站
南通市通州区亚东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刘桥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平东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未来之星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余北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大地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川港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二爻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春晖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阳光树人助学站
南通市通州区兴仁镇江海心悦健康公益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志新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丞泓精英舞蹈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南山湖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兴仁镇江河慕听健康公益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曼迪青少年综合素质发展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风豹轮滑俱乐部
南通市通州区米高轮滑俱乐部
南通市通州区东社镇梦之翼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南通市通州区姜灶花苑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颐和舒雅老年公寓
南通市通州区南山颐养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唐洪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皇都宝贝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户外游泳俱乐部
南通市通州区蓓蕾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城区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世纪职业技术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通联职业技术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渔湾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海洋职业技术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法制文艺宣传队
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五接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李港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新三十里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平西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星晨职业培训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新市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三甲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经典掼蛋俱乐部
南通市通州区蕊春青少年奥林匹克体育俱乐部
南通市通州区东社镇白龙庙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东社镇东社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南山社区卫生服务站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新村居社区卫生服务站
南通市通州区南山湖青少年奥林匹克体育俱乐部
南通市通州区西亭镇华芦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西亭镇八总桥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华东职业技术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城东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天晖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二爻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骑岸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江花文学艺术苑
南通市通州区东方舞苑舞蹈工作室

南通市通州区刘桥镇舒雅文化娱乐活动中心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场村老年关爱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源芸老年公寓
南通市通州区小月亮健身俱乐部
南通市通州区爱心围棋艺术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酷溜轮滑俱乐部
南通市通州区朝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南通市通州建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学高职业技术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法润江海法律服务组织培育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缪斯艺术培训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优家书画艺术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星起点艺术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文韵舞蹈培训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新联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人才事务所
南通市通州区协和乒乓球俱乐部
南通市通州区悦慈老年公寓
南通市通州区鸿祥托老院
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农村社会福利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新星武武术培训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长坂坡篮球俱乐部
南通市通州区顶星街舞舞蹈室
南通市通州区川姜书画苑

南通市通州区墨香阁书画培训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禅心书画院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虹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南通市通州区心悦排球俱乐部
南通市通州区芒果艺术培训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特教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星蕾社会艺术发展中心
南通市通州区兴仁通剧团
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油榨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狮子桥社区残疾人之家
南通市通州区英才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兴仁镇中心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石南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启迪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艺美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五接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金余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忠义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城北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金西幼儿园
南通市通州区姜灶幼儿园

2021年度通州区社会团体年检合格名单
南通市通州区印刷包装行业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石港惠丰农村合作经济联合会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江海棋类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福利企业管理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助老志愿者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商会
南通市通州区集邮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商会
南通市通州区石港盆景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羽毛球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小动物保护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残疾人健康促进会
南通市通州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健身秧歌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统计学会
南通市通州区粮油商会

南通市通州区福建商会
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商会
南通市通州区建筑行业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安全生产技术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篮球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少先队工作学会
南通市通州区体育总会
南通市通州区农学会
南通市通州区烟花爆竹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物业管理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房地产行业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消费者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业余无线电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第一集贸市场管理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青少年学业规划学会
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四叶草志愿者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留学人员联谊会
南通市通州区心意六合拳研究会
南通市通州区体育舞蹈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医学会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吉坝乡连爱心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刘桥农村合作经济联合会
南通市通州区兴东街道商会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商会
南通市通州区防癌抗癌康复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退（离）休教育工作者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棋类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商贸业商会
南通市通州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太极拳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家用纺织品商会
南通市通州区东北联合商会

南通市通州区内部审计师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足球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中小企业应急互助协会
南通州家纺品牌联盟
南通市通州区现代物流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乒乓球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武术运动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农友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
南通市通州区调解员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海外联谊会
南通市通州区女企业家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乡村振兴促进会
南通市通州区老区开发促进会
南通市通州区农业生产资料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佛教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
南通市通州区武术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太极元功王家拳研究会
南通市通州区掼蛋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装饰装修服务商会
南通市通州滨江新区（五接）风筝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道教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南通市通州区张謇研究会
南通市通州区政协联谊会
南通市通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桥牌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信鸽协会
南通市通州区浙江商会
南通市通州区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
南通市通州区四安农村合作经济联合会

搬家的时候，我面对满屋的旧
物愁肠百转，对妹妹说：“这些东西
我一样都舍不得丢掉，每一样都是
陪着我一天天走过来的。”妹妹直言
快语地说：“没用的都丢掉！留着不
过是鸡肋罢了，迟早是累赘。”

旧衣，旧书，旧摆设，统统都旧
了。可是，里面却有我太多的记忆。

我打开衣橱，抽出一件天蓝色
套装，有些伤感地说：“当年我去应
聘的时候，就是穿的这套衣服。”我
摩挲了一会儿这套旧衣，还是把它
放了回去。我又抽出一条连衣裙，
在身上比画了几下，说：“这是我恋
爱时买的，那时候算是最高档的了
……”妹妹不屑地打断我：“你什么
时候变得跟林黛玉似的，至于吗？”

说着，妹妹把我衣橱里的衣服一股
脑扔了出来，堆到沙发上，干脆地
说：“别挑哪件你不需要的了，这样
挑下去哪件都舍不得丢掉！这一堆
里面，看看哪件是你不得不留下来
的。挑出最想留下的，其余的全部
丢掉。”

没想到，换了一种形式，我心理
上接受起来感觉舒服多了。我在那
一大堆衣服里挑拣：“这件旗袍早就
穿不出去了，这件外衣都 10年了早
过时了，这件粉色裙子已经不适合
我的年龄了……”一大堆衣服里好
像真的没有什么必须要留下来的。
挑到最后，我几乎把所有的旧衣服
都丢掉了，只留了几件如今还能穿
的。

原来，割舍并不是那么难的
事。我们在割舍某种东西时，往往
沉浸在往事中不能自拔，所以割舍
时会有心痛的感觉。但换一个角
度，看看将来，想想你是否还需要
它，就会觉得割舍是一件顺理成章
的事。有些东西，食之无味，弃之可
惜，不如狠狠心弃之而后快。你会
发现，你舍弃之后根本没那么伤感，
反而觉得心灵被清空了一般，无比
轻松。

表弟做着一份不大喜欢的工
作，他经常抱怨：“这工作越做越没
劲，真不想一辈子困在那里！”虽然
工作了几年，有了些经验，手头的事
也做得顺手了，可心里就是不喜
欢。终于有个机会，表弟打算换工

作。可真到了抉择之时，他却犹豫
了：“虽然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但
毕竟做熟了，要割舍时还真有点
难。”我说：“难道你还想一直这样下
去？多想想将来，什么样的状态才
是真正让你满意的。”表弟最终下定
决心跳槽离开。在喜欢的工作中，
他如鱼得水，感觉很不错。

生活中，我们总会面临大大小
小的选择，有时需要我们割舍掉一
些东西。我们总以为，割舍会是一
件伤痛的事。其实，只要你换个角
度，多把眼光放到未来，会发现割舍
没有那么难。生活总是往前走的，
必然会有一些东西被我们割舍掉。
割舍是摒弃，同时也是收获。 生活就像一根又长又直的甘

蔗，你得嚼，一节一节慢慢嚼出甜
蜜的味道。

集市上有人在卖甘蔗汁，店
家举着喇叭宣传：“不脏手，不用
嚼……”如此广告正合我意，我喜
欢吃甘蔗，可是不喜欢甘蔗的糖
水粘在手上。在人群中我踮起脚
扫码付款购买了一杯甘蔗汁。

榨汁机榨出来的甘蔗汁，味
道不差，可喝着总觉得少了点什
么。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细细一
想，心中恍然大悟。一杯甘蔗汁，
几大口就能喝完，甜则甜矣，缺少
了咀嚼，也少了期盼。

想起小时候，母亲知道我爱
吃甘蔗，就在菜地边上种了些。
甘蔗生长期比较长，管理也很烦
琐。剥甘蔗叶子就是一件很恼人
的活。长长的甘蔗叶子边缘锋利
无比，一不小心手就会被割坏，我
总是找各种借口不愿意去剥甘蔗
叶子。但母亲说，剥了叶子甘蔗
易吸收养料，一节一节好晒太阳，
节节高，节节顺。

冬日的暖阳照在母亲剥好叶
子的甘蔗上，它们整整齐齐站在
那里，像一排战士守卫着领土。
果然如母亲说的那样，甘蔗一节
更比一节高了，微风拂过，叶子也

没有那么锋利了，在岁月的沉淀
下，叶子有些卷曲，叶尖也变得更
干了些。

左手扶着甘蔗，右脚踩下去，
拔起一根甘蔗，用膝盖抵着掰成
两截，一口口甜腻的汁水充盈口
腔，滋润喉咙，我静静地坐在菜地
边享受着甘蔗带来的甜蜜。有了
母亲的辛苦种植，才有了我口中
的甜蜜味道。先得下苦功，才能
有深入心扉的甜美。

甘蔗中含有丰富的糖分，还
含有对人体有益的各种物质，清
热解毒、生津止渴。古往今来，许
多文人墨客都对甘蔗情有独钟。
唐代诗人王维在《敕赐百官樱桃》
中写道：“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
还有蔗浆寒。”

我起身又去水果店门口买了
一根甘蔗，请店老板一节一节帮
我处理干净。到家后，我把甘蔗
递给母亲，打趣说现在不用剥甘
蔗叶子，也有甘蔗吃了。母亲乐
呵呵回应：“现在时代好喽，生活
也变得越来越甜蜜。”

唯有深切的期盼，反复的咀
嚼，才能把甘蔗的甜美更深刻地
留在舌尖上。生活何尝不是这
样？经历了风雨和咀嚼，迎来的
幸福更充实、更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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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总是往前走的，必然会有一些东西被我们割舍掉。割舍是摒弃，同时也是收获。”

割舍不是那么难的事
马亚伟

“唯有深切的期盼，反

复的咀嚼，才能把甘蔗的甜
美更深刻地留在舌尖上。生

活何尝不是这样？”

甜蜜生活“节节高”
李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