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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掇合成功一对大龄青年，我总是感到无限的快乐。 ”昨天，卜桥社区“公益红娘”王
培华捧出她登记的征婚信息，如数家珍。 她告诉记者，“公益红娘”就是为居民服务的，服务的
内容自然是婚丧嫁娶无所不包。 “有人开玩笑，这几年要是我办婚介所做有偿婚姻介服务，早
就发了。 可我看到那么多青年携手走进婚姻殿堂，就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 还是那句话，愿天
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通讯员 杨静 记者 高宝亮

乐当
“月老”，自掏腰包为青年男女牵红线

“公益红娘”5年促成数百对良缘
公益相亲活动次次门庭若市
时下， 面对如潮涌而来的大龄相亲
男女，会捕捉商机的老板往往肥得流油。
可是王培华大妈却在干着贴工贴本的买
卖：自己出钱打印表格，制作征婚信息公
益展牌， 一周到市公益创投中心去办两
三次相亲活动。 青年男女们或在父母陪
同下，或是自己直接前来，浏览展牌上的
信息， 有合适的就找她要对方的电话号
码，或是请她当参谋，分析双方的条件，
拿捏有多大的成功把握。
像这样的公益相亲活动， 居然次次
都是门庭若市， 那些青年有时听不进父
母的话，她的话却句句入耳入心。 这让一
些为子女婚姻操心的父母们也感到惊
讶：这真是奇了怪了，打开儿女的心锁需
要这把有用的钥匙。

寻找大龄青年失落的感情世界
据悉，四五年时间，经王大妈撮合登
记的征婚男女即使没有上千名， 也有七
八百人了。 那么多人中，有个女子的感情
遭遇至今提起来仍然让她感叹不已。 那
女子当初与中意的男子相亲成功， 很快
就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双方都领了证订
好了酒店，给亲朋好友也发了请柬，可以
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可是，就在婚
礼前一天， 她在男子抽屉中发现了男子

与前女友的合影， 以为他们还在藕断丝
连，于是无厘头地发了通火，婚姻一下子
就黄了。
女方不能容忍男友在步入婚姻殿堂
的时刻，还保留着与前女友的合影，从此
关上感情的大门， 并对社会上所有男子
有了成见，任父母怎么说也不为所动。 眼
看着一晃十年过去了， 女儿的婚姻八字
还没一撇，父母心中着急上火，女儿却我
行我素。 40岁的女子在常人眼里真的成
为“剩女”了，父母只好考虑为她留房养
老。 今年夏天，炎热的天气中，女儿病倒
了，看到别人家夫妻出双入对，自己却形
影相吊，不由得悲从中来。“妈，我想有个
家，再也不能让您老人家操心了。 ”
当年迈的父母对王培华讲述这段经
历时，这位70岁的“公益红娘”也止不住
潸然泪下。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大龄
男女由于年轻时忙于工作， 或是陷入个
人情感的圈子里不能自拔， 等到他们醒
悟过来，都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剩男剩
女”。 尽管后来，王大妈很快为那女子物
色到合适的对象， 但这个故事常被她用
来劝导那些青年：年轻人心胸要宽广，多
给对方自由的空间， 你才会得到应有快
乐。

建言年轻人双双对家庭负责
王培华说， 人们所处的是个现实的

世界， 青年男女和谐的感情生活也不例
外。 虽然绝对门当户对并一定可取，但相
对的条件般配却是理智的选择。
一次， 一位在扬州做文案工作的高
邮小伙找到王培华， 说要找个城市女孩
做伴侣，因为扬州城市女孩漂亮大气，带
得出去。 王培华帮助他分析，根据他的条
件， 建议他找个在扬州打工的女孩较合
适，那样双方生活习惯相近，还能一起在
城市打拼， 小伙子接受了她的建议。 后
来，真的找到了一位高邮的女孩子，现在
两个人开了个夫妻店， 小日子过得有滋
有味。
王培华说， 一时冲动成就的婚姻将
来再分手， 伤害的是两个家庭和无辜的
孩子。 她还向记者举了个倒子：一次，一
个十岁的小男孩找到她， 求她为离异的
父亲找对象。 原来，男孩父母因性格不合
离异后，小男孩跟父亲过，平时总是有一
顿没一顿的。 最让孩子“受伤“的是学校
的家长会，只能是奶奶代替。 别人家年轻
的父母口若悬河， 奶奶只能坐在一边一
言不发。 没有父母参加的家长会让孩子
倍感失落。 王培华说：“年轻人对婚姻不
能草率，但真正有了家庭，双方都要负起
责任，要设法改正自己的缺点，创造有利
于家庭稳定的环境，走出‘婚久必昏’怪
圈。 这也是我对那类在婚姻围城中徘徊
者的忠告。 ”

【社区“
微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杨静 记者 高宝亮）

近日， 卜桥社区走访了辖区内网
上直报数据的企业，开展了以“依法统
计、求真务实”为主题的统计法制宣传
活动，向企业发放了宣传资料，面对面
地向企业负责人和统计人员宣传统计
法律法规，规范统计行为。 同时，为全
国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正式登记工作做
了前期宣传。

四联村完成新农合筹资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徐登兰 记者 高宝亮）

不久前， 国家级体质健康测评小
组赴公道镇进行复查工作， 图为肺活
量检测现场。
强平龙 孔棋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李杨 记者 陈云飞）

近日，市社会组织处、区民政局检查组一
行人，来到双桥社区实地考察了社区公益创
投项目——
—
“天使驿站”社区失独家庭关爱服
务的运营情况。
社区负责人为前来考察的领导们详细地
介绍了“天使驿站”目前的运营情况，以及帮
助失独家庭走出痛苦，重建人际关系的成功
案例，还着重介绍了为“天使驿站”项目服务
的“十姐妹”义工队。 随后，市社会组织处张
处长、邗江区民政局鞠副局长一行人还参观
了“天使驿站”配套的十姐妹义工工作室、书
画室等多个功能室。
在听完介绍、并实地考察后，检查组一行
对
“天使驿站”的硬件设备和当前的运营情况
给予很高评价，并对今后发展提出了合理化
建议。

安徽宣城客人来邗调研
日间照料中心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姚斌 记者 陈云飞）

近日，由安徽宣城市州城区民政局副局
长叶忠平一行组成的调研组来邗，赴双桥街
道文苑社区参观指导日间照料中心工作。
调研组一行首先参观了社区老年书画
展、老年活动室、图书室、配餐室、社区卫生
服务站等功能室，听取了社区党委书记赵玉
昌对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工作汇报，并仔细
询问了中心的运转情况。 大家对日间照料中
心温馨和谐的工作环境表示赞赏，对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服务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
调研组表示，文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温
馨的氛围、人性化的管理给大家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甘泉开展亲子活动
“共育幼苗”
本报讯（通讯员 甘宣 记者 陈云飞）

昨天是
“双十二”，借
着 2013 终 极
大促销之际，
在网上极具
诱惑力的广
告作用下，电
商们又着实
火了一把。图
为五亭龙商
家门口堆满
了待发的商
品。 孔棋 摄

卜桥开展统计法制宣传

截至12月6日，蒋王街道四联村顺
利结清了2014年度新农合筹集资金，
按时完成了登记录入工作。

市、区调研组考察
双桥公益项目运营情况

邗江农村环境整治接受“省考”
（上接 1 版）整治方案。 截至
2013年11月份， 整治工作
全部到位， 创成28个环境
整洁村庄、1个“三星级”康
居乡村（九连组）。 检查组
对该村发动群众共同整
治， 打造优美环境给予积
极评价。 在爱国村，检查组
多次下车，边仔细查看，边
用相机拍下爱国村环境整
治优美镜头。 该村在创建
过程加大投入， 并组建了
30人的村庄保洁队伍，配
齐工具，制定管理制度，进
行长效管理。 检查组对爱
国村整治创新工作方法，

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给予充
分肯定。 东兴村通过创建，
村庄环境得到了很大幅度
的提升，村民的环保意识也
在不断加强，整治工作取得
了喜人的成果。 检查组认
为，东兴村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措施硬、 投资大、效
果好，尤其是群众的意识有
所提高。 检查结束后，检查
组希望杨寿镇进一步巩固
整治成果、 提升治理标准、
探索治理的长效机制，推向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纵深发
展，努力实现城乡环境面貌
质的飞跃。

区政协之友联谊会
理事会换届
（ 上 接 1 版 ） 建真言、传实

情，力所能及地在群众中
做一些释疑解惑、协调关
系的事情，为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一份光和热；要珍
爱健康， 年岁不认输，开
展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活
动，多安排一些对身心有
益的文体、 养生讲座等；
要珍惜友谊， 感情不淡
漠，把政协之友联谊会作
为欢聚的场所、联系的纽
带，把握好每次活动的机
会，谈心交友，共叙情谊，
不断增进彼此感情。

近日，甘泉街道妇联联合甘泉幼儿园开
展了“家园携手、共育幼苗”活动。 根据幼儿
的年龄特点以及家长关注的教育话题，设计
了内容丰富的教育活动和家园互动的亲子
游戏活动。
第一环节的教学活动， 家长观摩了语
言、科学、艺术、七巧科技等领域的活动，了
解孩子在园的课堂学习情况，知道幼儿园的
课程是丰富多彩的。 第二环节的户外大型亲
子游戏，教师精心选择了符合幼儿年龄特点
且具有互动性强的游戏，活动中幼儿、家长
积极参与，孩子们更是情绪高涨，既锻炼了
体质，又增进了亲子间的感情。 甘泉街道妇
联表示，只有家园携手，才能培育幸福儿童。

射阳县委宣传部来邗调研
（上接 1 版）康乐社区、来鹤台广场文明创建公
益广告、 邗江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
和邗上街道文体活动中心。
陈洁对射阳县委宣传部代表团来邗考察
调研表示欢迎，他说，邗江和射阳同处苏中苏
北地区，地缘相近、人文相亲；两地都处于经
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领域有很多经验值得相互学习借
鉴。 他希望两地宣传部门进一步深化交流与
合作，携手共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
新台阶。
盛艳表示， 邗江在精神文明建设和新媒
体运用领域成绩斐然，令人赞叹，这次考察调
研收获很丰富。 射阳将认真学习相关理念，高
端策划、高位切入、高效实施，在各个领域创
响自己的特色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