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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妇女队长奉献36年
年过八旬 仍上门服务
YANGZHOUWANBAO

新闻热线：96496邮箱：yzwbxw@sohu.com

近日，83岁的曹红英老太乘公交车
前往古运新苑，看望92岁的高秀英老
太，高老太还认得上门的是老妇女队
长。曹老太从1982年开始就担任曲江
街道沙口村谢庄组的妇女队长，如今村
组拆迁，曹老太或徒步或乘车，依然为
散住各安置小区的本组妇女服务。

1982年开始担任妇女队长

据曹老太介绍，她是1956年从汤
汪乡■里村嫁到当时的城东乡沙口村
的，1980年，丈夫就去世了。曹老太婚
后育有1男3女，由于丈夫不在身边，她
不但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还要参加生
产队的劳动。为了多赚工分，曹老太不
但挑粪挑水，还做堆草堆、扬场等男劳
动力干的重活。因此，她在生产队是按
一等劳动力记工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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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工作，其中年龄最大的是92岁的高
秀英老太，她们的姓名、年龄都记在曹
老太的脑子里。位于运河西路北侧的沙
口村谢庄七八年前开始拆迁，村民们分
散居住在周边古运新苑、运河水庭等安
置小区，
曹老太也记得所负责妇女现在
至今仍为40多名妇女服务 居住的小区及楼幢号。
曹老太做妇女队长一晃36年，直到
妇女工作比较琐碎，其中有农村合
现在还负责40多名农业户口的妇女的 作医疗的收费、发放各类补助、妇女体
曹老太是初小毕业，在同龄人中算
是有文化的，再加上平时做事勤快认
真，生产队先让她做保管员，1982年又
担任妇女队长，除协助队长召集队员上
工外，主要工作是为妇女服务。

社区黑板报

邗昨天下
午 ， 三里桥社区
10 多名儿童跟着
奶奶学包粽子 。
粽子包好并煮熟
后 ， 志愿者与孩
子们一起将粽子
送到孤寡老人 、
残疾人和低保户
家中 。
林 勇
刘峰生 摄

邗沟社区

明天有健康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陈露 记者 仲冬

兰 ） 明天上午6：00，邗沟社区将在社
区门口提供免费测量血糖血压及防治
慢性病咨询等服务。

鼎园社区

明有端午民俗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顾丽君 记者 刘

峰生 ） 明天上午9：00，鼎园社区将在
杉湾东苑大门北侧举办端午系列民俗
活动。

琼花观社区

明天有越剧表演

本报讯 （ 通讯员 刘芳 记者 余

佳 ） 明天下午2：00，琼花观社区将组
织越剧表演。

漕河社区

明天有消防讲座

本报讯 （通讯员 胡冬倩 记者 仲

冬兰 ） 明天上午9：00，漕河社区将在
社区举办消防知识讲座，随后在沁园
小区还有消防演练。

扬淮对唱 共开演唱会

由著名扬剧表演艺术家苏春芳，
兴化淮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汤红英，评
话艺人何森及瞿九干、施小兰等20多
人，组织的“天下淮扬一家亲”星迷演
唱会，12日在友好会馆演出。本次演
出节目相当丰富，有扬剧《合同记》《秦
香莲》等，淮剧《赵五娘》《杨乃武与小
—十
白菜》等，还有扬淮对唱《梁祝——
八相送》等，让观众过足了瘾。
特约记者 陈金龙

隰 端午来临 ， 宋都社区组织辖区内居
民包粽子 、挂香袋 、系长命五彩线 ，房前屋
后挂上艾叶 、 柳枝等 ， 增进居民对端午节
传统文化的了解 。
刘峰生 摄

扬州中旅自组，扬州起止，扬泰机场往返

检及逢年过节送慰问品等，靠得近的，
曹老太走路上门，路途远的就乘公交
车。由于记忆好，沙口村年轻的工作人
员都称曹奶奶为“活地图”，有认不得的
地方，人家就问她。
曹老太的儿女们都劝她该歇歇了，
但她觉得走门串户，与老庄邻聊聊天，
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通讯员 赵翼 记者 刘峰生

文峰700名残疾人
有了家庭医生

本报讯 （通讯员 范仙童 记者 刘峰生 ）昨天下午，
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文峰街道残疾人家庭举
行了家庭医生集中签约活动，从此，该街道辖区700多
名持证残疾人将有家庭医生提供服务，这在广陵区还
是首家。
昨天的集中签约活动在连福社区举行，文峰街道
辖区持有《残疾证》且能走出家门的残疾人纷纷赶来签
约。据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部负责人叶锋
介绍，服务中心与残疾人签约后，将提供健康咨询与指
导；65岁以上残疾人一年可免费全身体检一次；针对每
个残疾人的具体情况，将提供康复指导；对于瘫痪在床
的残疾人，可预约家庭医生上门服务。
记者从广陵区残联了解到，该区共有持证残疾人
7000多人，为让他们享受精准康复服务，广陵区从今
年开始对残疾人家庭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文峰街
道因残疾人较多且居住相对集中，因此选择该街道进
行试点。目前，还有不少因病或因工伤事故而致残的人
没有申请《残疾证》，请这部分居民及时办理。

帮邻居带孩子 调解矛盾
大伙有事都爱找楼栋长

“楼栋是否和谐，关键看楼栋长。” 2009年被居民推选为楼栋长之后，她
在很多小区，有不少楼栋长在默默无闻 挨家挨户和居民主动沟通，及时掌握本
地奉献着，被居民们称为“草根领袖”。 楼栋居民的情况，社区工作人员想了解
张玲玲就是美琪祥和苑的楼栋长，在居 什么情况，只要问下张阿姨，总能得到
满意的答复。
民中的威望很高。
“我周一要开例会，5点半一直开
带头维护公共环境
到7点，这个时候孩子没人带，张阿姨
张阿姨今年52岁，是美琪祥和苑 知道后，主动帮我解决了难题。”居民陈
的居民，也是业委会成员之一。自从 悦说，每周一自家女儿都在张阿姨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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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居民矛盾有一手

饭写作业。
“楼道脏了，张阿姨发现了都主动
清扫干净。”五里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创
建的时候人手不够，清理楼下绿化带力
度不大，张玲玲第一个主动站出来义务
清理，一周后人都被晒黑了。“都是家门
口的事情，我也是给自己做事，谈不上
奉献！”张玲玲表示，这点小事情顺手就
处理了，换了其他人也会这样做。

退休后的张玲玲一直活跃在社区，
活跃在业委会，哪家有困难了，她第一
时间主动关心。同时，她还能客观公正
地调解一些邻里纠纷，大家都亲切地称
她为“张主任”。
小区里有一位独居老人，因为楼上
滴水和邻居有矛盾，常把邻居停在楼下
的电动车气给放掉，久而久之，两户人
家的矛盾越来越深。张玲玲了解情况
后，上门做了老人的工作，也做了邻居
的工作，两家重归于好。
“张阿姨处理的矛盾多呢，大伙都
信任她，都喜欢找她谈谈，谈着谈着矛
盾就解开了。”社区党总支书记表示，张
玲玲为维护社区和谐稳定做出了很大
的贡献。 通讯员 李霞 记者 余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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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一个在大多
数人看来有些神秘的国
度，然而这个国家也有
现代化国际范的都市建
筑，这里的人民享有免
费的教育、医疗和住房，
这里的城市秩序显得有
条不紊，要想真正了解
一个地方就必须深入其
腹地，让我们亲身走近
这个神秘国度，看一看
广告
朝鲜。

春秋旅游自组团 ● 升级一晚五星酒店 ● 绝无强制消费 ● 扬州起止 ，扬泰机场出港
● 全程入住四星泳池酒店 ● 赠送 ： 纪念 T 恤 、 遮阳草帽 、 团队合照 、 矿泉水等

优质行程安排 ：优质航班时段，拒绝红眼航
班；
优质全陪服务 ：专业的领队、专业的中文导
游贴心服务，让您玩得舒心、开心、放心；
优质酒店安排 ：全程入住我司精心筛选当地
特色4钻泳池酒店，为您整个旅程增添一份舒适；
优质行程安排 ：深度游览举世闻名的世界七

大古迹之一的吴哥古迹群，迈开探秘的步伐走进
那神秘的国度；
寻访拍摄足迹 ： 电影《花样年华》、《古墓丽
—【塔普伦寺】吴哥金边全景游，不
影》拍摄地——
留任何遗憾；
优质豪华礼包赠送 ：纪念T恤、遮阳草帽、团
队合照、矿泉水；柬式风味自助餐+高棉民族歌舞
表演+高棉功夫表演。
金边 ：柬埔寨王国首都，柬埔寨最大的城市，
为柬埔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贸易、宗教中
心；
吴哥 ： 柬埔寨吴哥王朝的都城遗
址，现存古迹主要包括吴哥王城（大吴 荐
哥）和吴哥窟（小吴哥），全部用石
别推
头建构以及精美的浮雕艺术是吴 扬州晚凭报此特券取报礼名品
哥古迹的两大特点。 广告
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