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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太好了，开学
就可以用上新书包啦！”日前，收
到工作人员送来的拉杆书包时，
扬中西来桥镇西来村的张文浩同
学兴奋不已。其实，早在“六一”
儿童节前，张文浩就通过邮政快
递收到了“微心愿”爱心包裹——
一个拉杆书包，可是收到的书包
存在瑕疵无法拖拉，幸福之余也
让他略感失望。

上周，通过电话回访，主办方
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重新购买
了一个相同的书包，并安排专人
亲自送到孩子手中，至此，该市
106名困境儿童的“微心愿”终于
全部实现。

5月，扬中妇联启动“快乐童

年 微爱传递”微心愿圆梦活动，
一时间，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
伸出援手，为困境儿童点亮“微心
愿”，一股股暖流流淌开来……

“希望能有一些课外读物。”
长旺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姚庆海
写下了这样的“微心愿”。巾城益
家爱心服务社志愿者秦松梅得知
后，第一时间回应，愿意无偿提供
一整套课外阅读书籍。这条“微
心愿”从发布到对接、认领不到两
小时。

三茅街道普济村的刘浩然今
年 13 岁，父母都是聋哑人，母亲
离家出走后，生活起居一直由爷
爷奶奶照顾，刘浩然勤奋上进，学
习成绩优异，心愿是有一台学习

机，扬中三茅街道文教办主任冷
红梅得知此事后，立即为孩子购
置了一台智能学习机……

“孩子们的心愿其实很简单，
一个书包，一个篮球，甚至一本图
书，就能让他们感动、满足。”已连
续多年参加“微心愿”圆梦活动的
爱心团体——扬中三茅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此次共认领了 34 位
困境儿童的“微心愿”，冷红梅告
诉记者，当她带着学习机来到孩
子家中时，实现了“微心愿”的刘
浩然竟然激动地落下了眼泪，临
别时，还写下了“感谢您的礼物，
一定好好读书”的爱心卡片。

据扬中妇儿工委办公室主任
奚彩介绍，“微心愿”圆梦活动主

要面向该市 6-14 岁义务教育阶
段家庭贫困的儿童和外来务工人
员贫困子女，自 2015 年举办以
来，已有农业农村局、水务集团、
移动公司、巾城益家爱心服务社、
扬中智优贤教育等 10 余个爱心
集体、数百位爱心志愿者参与其
中，帮助全市 400余名贫困、留守
儿童实现“微心愿”700余个。接
下来，扬中还将继续发动公益组
织、爱心企业参与到“微心愿”圆
梦活动中来，鼓励建立“一对一”
长期稳定的结对帮扶关系，进一
步营造出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
（文中孩子姓名均为化名）

（徐岚 心俊）

京江晚报讯 上世纪 80 年
代末，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农村
包办婚姻的现象仍然存在，由此
产生的婚姻悲剧也断送了不少
人一生的幸福。近日，丹徒法院
宝堰法庭受理并成功调解了一
起包办婚姻案件。

原告刘英今年 53 岁，1987
年，其父母自行做主，给她和同
村的大伟订下婚约，大伟比她大
5岁。刘英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坚
决反对，并离家出走。谁知就在
刘英欲乘火车离开之际被父母
找到，并被用绳子绑回了老家。
回到老家的刘英在万般无奈之
下与大伟成婚，并于婚后第二年
生下一个女儿。

这段包办的婚姻并不幸福，
双方因感情基础薄弱，性格不合
时常发生争吵，甚至动手，但刘
英为了女儿的成长一直勉强维
系这段婚姻。直至今年年初，女
儿结婚成家，刘英终于下定决
心，要为自己寻找新的生活，于
是诉至法院要求与大伟离婚。

庭审中，刘英诉说了自己这
三十年来不幸的婚姻生活，激动
之时更是泣不成声。但大伟认
为双方结婚三十载，没有感情也
有亲情，自己为了这个家庭也付
出了很多，故不同意离婚。

承办法官凌鸿波在得悉案
情后，考虑到该段婚姻并非建立
在自愿结合的基础上，于是做了
多番调解工作，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最终大伟同意离婚，双方
也在法庭的主持下签订了离婚
协议，结束了这起由父母包办的
痛苦婚姻。拿到调解书的那一
刻，刘英不禁感慨自己终于自由
了，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凌鸿波表示，包办婚姻是第
三者违反婚姻自主的原则，包办
他人婚姻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对
于婚姻自由的严重干涉和破
坏。刘英的父母违反了刘英的
意愿，为刘英带去的是三十年不
幸的婚姻，更是断送了刘英半辈
子的幸福。

（吴安娜 李菊琴 范海罡）

32年前包办婚姻
一纸调解获自由

京江晚报讯 近日，2019“舞
动江苏”广场舞大赛镇江高新区
海选赛，在高新区蒋乔街道凤凰
家园社区文体广场举行，来自高
新区各村、社区的 6 支广场舞团
队，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美文化
盛宴。

本次海选赛各参赛队伍分别
进行了规定舞蹈《同唱祖国好》、
自选舞蹈和原创舞蹈三项比拼。
比赛选手们伴随着音乐节拍变换
队列，或柔美婉约，或激情澎湃，
或灵动飘逸……充满激情的演绎
将社区居民的活力和精神风貌展
现得淋漓尽致，赢得了现场观众
的喝彩。经过激烈角逐，蒋家门
社区舞蹈队荣获总分第一名，大
桥村舞蹈队荣获第二名。（竺捷）

高新区举办
广场舞选拔

近日，江科大电信学院团支
部 25 名同学前往南京大屠杀纪
念馆开展暑期实践活动，这次实
践活动让同学们接受到了一次深
刻的历史教育。在参观了南京大
屠杀纪念馆入口处石像、史料陈
列馆之后，不少同学在留言区留
言。同学们纷纷表示，回顾南京
大屠杀，这段历史应当牢记。

（竺捷）

京江晚报讯 近日，扬中退
役军人事务局“兵分四路”，对全
市 24 户极端贫困的退役军人家
庭进行慰问、走访。

此次慰问对象主要为伤残
军人、带病回乡军人以及因病致
贫的退役军人家庭。该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局长赵斌介绍，慰问
走访的对象虽然只有24户，但区
别于以前的走访，“只要当过兵，
只要家庭确实困难，就算不是优
抚对象也在慰问之列。”

新坝镇新宁村困难退役军
人田成明的儿媳患有尿毒症，需
要长期透析，家中因病致贫。70
岁的田成明还要靠拉货为生，贴
补家用，但他从未向有关部门

“叫过一声苦”。看到走访慰问
工作组上门，田成明激动不已。
赵斌现场要求村镇两级退役军
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主动关心，
如果田成明平时还有其他困难，
只要在政策范围内，一定要及时
解决。

走访慰问中，工作人员还为
每户特困退役军人家庭建档立
卡，以便今后实施精准帮扶。

（范永贵 徐心俊）

扬中走访慰问
贫困退役军人家庭

7月18日上午，市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组织10名医护工作者连续第6年来到市社会福利服务
中心，为特困集中供养人员上门开展皮肤健康义诊公益活动,并赠送了痱子水等常用药物，本次诊
治约30人。 马镇丹 闵裕 摄影报道

书包、篮球、图书、学习机……

扬中圆梦106名困境儿童“微心愿”

7月24日
停电时间 06:00-12:00
停电线路 10kV 宝 堰 182

线，至137182开关
停电范围 宝堰安置房 1号

配电室 2 号变、宝堰安置房 2 号
配电室 1号变、镇江市京顺轧辊
有限公司、镇江市鼎盛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镇江市兴业纳米科技
有限公司、宝堰林场、前隍电站、
镇江丰顺米业有限公司、镇荣路
北、宝堰集镇 03号变、宝堰集镇
01号变、宝堰集镇 02号变、宝堰
集镇 04号变、锁厂新村、宝堰集
镇 12号变、宝堰集镇北街、宝堰
农业银行、宝堰南菜园北、宝堰
集镇 07 号变、宝堰大陆 06 号配
变、大陆 05 号变、大陆村西、大
陆 08号变、大陆马甲村、大陆塘
甲西、大陆 01 号变、大陆 04 号
变、宝堰大陆 07号配变、宝堰大
陆 03号配变、宝堰前隍村委会、
宝堰集镇 14号变、宝堰宝中路、

宝堰集镇29#、宝堰后亭02号配
变、宝堰上桥04号变、上桥07号
变、宝堰上桥 01号配变、宝堰上
桥 03 号变、上桥戴巷南、宝春
桥、宝堰宝春桥南、宝堰大陆 02
号变、大陆岗下村北、宝堰集镇
10号变、宝堰向阳桥东、宝堰集
镇 13号变、宝堰集镇前隍弄、宝
堰良种北、宝堰农具厂北、宝堰
集镇 09号变、宝堰镇阳路南、宝
堰集镇中大街、向阳桥西 、宝堰
集镇 05号变、宝堰老西街、宝堰
上桥 02号变、上桥村中、宝堰上
桥 8 队、宝堰上桥村东、上桥 06
号变、上桥 05 号变、宝堰老北
街、宝堰镇阳路北、宝堰集镇 06
号变、镇阳路东、宝堰米厂、宝堰
集镇11号变

停电时间 06:00-12:00
停电线路 10kV 林 场 185

线，至136185开关
停电范围 宝堰安置房 1号

配电室 1 号变、宝堰安置房 2 号
配电室 2号变、龙腾家苑配电室
1号变、龙腾家苑配电室 2号变、
仁让路箱变、宝堰中学、镇江市
丹徒区交通局(6#路灯变)、丹徒

区宝堰镇新颖农业生态园、镇江
华建置业有限公司、镇江京河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宝堰行宝路、
宝堰团结路、宝堰集镇 19号变、
宝堰新车站、宝堰新车站西、宝
中27号变、宝堰宝中26号变、宝
中23号变、宝堰集镇16号变、宝
堰后亭03号配变、后亭05号变、
前隍 02 号变、前隍 4 队综合变、
宝堰前隍01号变、前隍12队、前
隍东、宝堰蔬菜基地、后亭 01号
变、宝堰八福西、宝堰西后亭、宝
堰后亭村东、后亭 04号变、宝堰
东后亭桥南、后亭 06号变、宝堰
集镇 15号变、宝堰三圈路、宝堰
集镇 21号变、宝堰菜场西、宝堰
集镇 30号变、宝堰平安小区、宝
堰集镇 25 号变、宝堰集镇 24 号
变、宝堰集镇 20号变、宝堰供电
所、宝堰幼儿园、宝堰渡头路、宝
堰集镇 18 号变、宝堰集镇 36 号
变、宝堰集镇35号变

停电时间06:00-12:00
停电线路 10kV 谷 工 线

227A12开关以下
停电范围 光明07号

停电检修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