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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阳光洒四方 慰问暖民心

向阳社区：

营造健康过年良好氛围

羽毛球爱好者:自筹资金慰问桃园社区 10 户居民

本报讯（汪春华 吕安琳）开发区向阳街
道卫生计生办与向阳社区于 2 月 1 日组织开
展“把健康带回家”关怀关爱主题专项行
动。向阳街道副主任唐正大、社区书记、卫
计人员及辖区居民 600 余人参加。
活动中，社区尽心打造了一组以十九
大精神为主题的卫生计生宣传长廊，邀请
书法爱好者现场为社区居民及流动人口免
费书写春联，并邀请湘赣医院口腔医务人
员在社区广场上免费为流动人口和辖区居
民进行体检，还安排专家现场就诊和咨询，
普及宣传优生优育、避孕节育和健康保健
等知识。社区工作人员共免费为群众发放
春联、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66 条书、避孕用
品，家庭文化书等宣传资料各 300 多份，营
造了健康过大年的良好氛围。

爱心人士慰问空巢老人。
爱心人士慰问空巢老人
。

浔西社区：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张新红 文/摄）
8 日上午，一群羽毛球爱好者带着筹集的
3000 元资金和米、油等生活用品走进人民路
街道桃园社区，在社区居干陪同下，走进该
社区 10 户空巢老人、困难居民家中，扶助他
们过一个快乐的春节。
当日，社区居干陪同爱心人士来到高龄
老人姜普香家。对于他们的到来，老人十分
高兴，说：
“谢谢你们和社区，你们来看我，我
心里很高兴，很感谢。”爱心人士送上慰问品
和礼金，祝福老人身体健康，新春愉快。
一上午，爱心人士走访了 10 户空巢老
人、孤老、重病重残、低保高龄老人和困难居
民家庭，为他们送去总计 3000 元的慰问金和
米、油等物品。

宣传健康生活理念
本报讯（张莉 吕安琳）近日，开发区七
里湖街道浔西社区在辖区开展了以“关爱
流动人口，把健康带回家”为主题的流动人
口卫生计生关怀关爱的专项活动。同时还
免费发放了避孕药具和宣传资料等。
此次活动旨在加强“全面两孩”政策宣
传教育，进一步推进“健康身体，健康知识，
健康用品带回家”的理念，使他们不仅仅是
健康关怀的受益者，也是健康生活理念的
传播者，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普及婚前孕前
检查的生活意识。

西二路社区：

为辖区育龄妇女免费妇检
本报讯（吕安琳）近日，开发区西二路
社区联合向阳社区、螺蛳墩社区组织本辖
区育龄妇女进行免费妇检，此次体检单位
是市妇幼保健医院，妇检项目：查环，查孕，
B 超，
乳房视诊以及其他检查。
在现场，社区计生专干还向育龄妇女
发放计生用品和计生宣传资料，这次免费
体检使她们有机会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
深受居民群众和育龄妇女的欢迎。

鹤问湖社区：

排查隐患过平安春节
本报讯（吕安琳）近日，七里湖街道鹤
问湖社区集中开展了一次安全生产隐患大
排查行动，主要针对烟花爆竹销售、存储。
此次专项行动主要针对辖区各个涉及
生产烟花爆竹售卖的门点、超市，对烟花爆
竹的售卖实行监管治理。查处非法生产、经
营、储存烟花爆竹行为和生产安全事故；杜
绝、消除各类有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
经过排查，辖区内 6 个门点、超市都没有售
卖、
存储烟花爆竹的情况，
不存在安全隐患。

开发区纪工委:慰问七里湖街道 6 户困难家庭
本报讯（张征宇 吕安琳）近日，开发
区纪工委书记张凯、副书记李洪正，在春
节前走访慰问了帮扶村七里湖街道蛟滩
和泉塘两村 6 户困难家庭，并给困难家
庭带去米、油和慰问金，
送上节日问候。
每到一处困难家庭，张凯都详情了

湓浦街道：
组织爱心企业情系空巢老人
本报讯（张钱兴 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
2 月 9 日，浔阳区湓浦街道政协联络处组
织江西惠丰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开展“走
访慰问空巢老人 节前送温暖”
活动。
本次走访慰问的对象主要是辖区内
子女长期在外地工作的低保户或身体有

残疾的贫困老人，特别是外出务工人员
春节不返乡家庭。据湓浦街道工作人员
介绍，本次走访慰问了辖区内 5 户老人，
并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及大米、食用油、
春联等慰问品。同时，工作人员还衷心
地祝福老人们身体健康、幸福过年。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近日，
甘棠街道南湖社区携手浔阳区统计局，
为
社区困难党员、困难群众以及失独人员送
去慰问金，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身边。
40 多岁的郑颖身体不佳，丈夫在外
打零工，孩子还在上小学，家庭困难。为
此，社区与区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专程来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余纯桃）2 月
7 日上午，浔阳区湓浦街道濂溪社区工作
人员来到社区内的空巢老人及失独人员
家中，
送去新春的祝福。当一群特殊家庭
收到社区送来的米、油和慰问金时，都表
示深切体会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据社区毛主任介绍，该社区非常重
视空巢老人和失独人员及一些特殊困难
居民的生活。在走访中，每到一家都会
详细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嘱咐老人要保
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保重身体，并送去节
日的祝福和米、油以及慰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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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95 离异男，90年，175cm,九江人，大专，阳光
帅气，自己开公司，收入可观，有房、有车、有门面，
父母经商，生活殷实、无忧，孩子随爷爷奶奶生活。
觅：愿生二胎的过日子女孩。
96887 离异男，83 年，178cm，祖籍长沙，大专，
优企工作，月薪 6000 元，有房，开朗帅气，一个女
儿在身边，愿生二胎。觅：爱家，有责任心女士。

海量信息 真实保密 假日不休！招聘红娘
网址：WWW.0792love.com
百合老师：8123820 QQ：2224386035
肖总电话：13879260948（可加微信）
地址：烟水亭电信营业厅附近大交通巷三楼（大华牙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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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172，未 婚 男 ，1985 年 12 月 出 生 ，身 高
1.72 米，大 专 学 历，九 江 市 人，有 车 有 房（多
套），昌河汽车厂技术员，斯斯文文，彬彬有礼。
诚觅：1986 年一 1993 年出生，高中以上文化，
善良贤惠的未婚女孩牵手一生。

兰老师:18370112061 可微信
兰老师:
梅老师::18370112060 可微信
梅老师
竹老师::18370112062 可微信
竹老师
节假日照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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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诚 文/摄）
日前，浔阳区甘棠街道办事处的有关负责
人在六角石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探望
慰问辖区困难党员张宝华。
据六角石社区伍主任介绍，今年近 60
岁的张宝华也曾在社区工作，因身患疾
病，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然而，尽管身体不
佳，张宝华仍关心支持社区工作。了解张
宝华的情况后，甘棠街道及六角石社区的
有关负责人来到她家中进行慰问，为她送
去了慰问金和慰问品。同时，街道有关负
责人和社区工作人员对她嘘寒问暖，关切
询问其身体情况和家中生活近况，并衷心
祝愿张宝华一家新春愉快。对于街道和社
区的关怀，张宝华十分感动，并表示将会更
加努力支持社区的工作，共同为居民营造
一个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

到郑颖家，送去慰问金。同时，工作人员
还详细询问了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
况，嘱咐他们保重身体，有困难及时向社
区反映。
社区主任郭素辉说，这次共走访了 6
户家庭，希望困难户、失独人员等能开心
过年，幸福生活。

濂溪社区：
走访辖区特殊人群

牵手红娘
8229333

慰问现场。
慰问现场
。

南湖社区：
为困难户、
失独人员送去慰问金

地址：
南湖支路 17 号

搬公司、
搬厂、
专业搬
钢琴、
空调拆装、
起重、
长短途搬家。

慰问辖区困难党员

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和家庭收入改善情
况，询问他们在医疗、就业和子女上学等
方面遇到的困难，鼓励大家坚定生活的
信心，勇敢面对困难，依靠当前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多想办法，积极寻找新生活的
起点。

分类广告
喜洋洋搬家

六角石社区：

环检、保险
运通车检 安检、
一站式服务

电话：
0792-8929666 18162121088
地址：
市汽车工业园安顺路 005 号（昌河厂旁）

张机医馆

提前发现脑梗、
脑中风，
中医治高血压、
糖
尿病、
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及文员。
咨询：
13320025312

九江长运集团公司高速
客运分公司招聘启事
我司招聘九江至昌北机场定制客运（7座商务车）驾
驶员6名。
具体要求：持有 C 证及以上驾照、有从业资格证、三
年内无责任交通事故、无违法犯罪记录、熟悉九江城
区道路、能迅速规划“门到门”接送旅客路线、遵规守
法、品行端正、团结合作、职业素质良好。
待遇：保底工资+各项奖励收入约 3800 元/月，试用
期2个月，一经录用，公司统一办理五险一金。
联系电话：13803569467
联系人：李先生

15170993505 13979214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