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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最长寿老人被封“大师”
今年 110 岁，闲时爱摆
“龙门阵”
，
还被授予
“长牌九段大师”
和孩子们一样吃家常饭，不需要为
她搞单独伙食。爱人 61 岁去世后，
杨德英主持着一个大家庭，直到两
个儿子成家分居，她和时年 17 岁的
小儿子相依生活，后来，小儿子娶亲
完配，杨德英仍然一个人把家庭打
点得游刃有余、和和睦睦。
据杨德英的小孙子顾华介绍，
杨德英和妹妹、今年 97 岁高龄的杨
德珍，是姐妹俩嫁给兄弟俩的，故
而，姐妹情加上妯娌情，更是感情笃
深。如今，姐妹俩都是高龄长寿老
人，同村同组的她们天天在一起听
听僮子戏、
拉拉家常话。
记者了解到，打长牌是杨德英
步入高龄后最大的生活爱好。一年
四季，每天一吃完午饭，杨德英就叫
上妹妹杨德珍，一同赶往毗邻而居

的弟弟家，和弟媳妇、大儿媳上桌切
磋技艺，不在点数多少，但求分个高
下。在杨德英 106 岁那年，南通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牌协会专门到如
皋下原举行了一场高龄老人长牌大
比拼，杨德英连闯数关，脱颖而出，
荣获“长牌九段大师”
称号的奖杯和
证书。
杨德英 107 岁那年年底，一场
持续了 3 个多星期的腰疼病让她不
能再坐下来玩长牌。但直到现在，
全村的高龄老人们仍喜欢到她家
摆龙门阵，为的是好让杨德英在一
旁指点指点，大家更期待目前如皋
年岁最大的长寿老人、女寿星杨德
英也能给他们颁发一张长牌大师
证书。
记者龚丹 通讯员毛计功 冒爱锋

依法维权，残疾人也有尊严

盲人孙桦路“见”不平一声吼
昨天，
“ 看”着自己为残疾人维
小事，而是关系到维护盲人的合法
一个给客人按摩换来的血汗钱，我
护权益而得到的一个个“赞”，如皋
权益！”他不肯下车，强忍着司机的
怎么跟他们交代？他电话咨询了对
盲人孙桦喜得合不拢嘴。
辱骂和众人的指责，向司机要他们
方工商部门，得到的答复和业务员
2008 年，盲人孙桦回到家乡，
领导的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说明
讲的一样：交易所是经过审批成立
按照经营要求，缴纳了相关费用，办
了情况。公交公司领导说：
“我们也
的，
属于正常经营。
理了相关证照登记手续，在如皋市
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并吩咐司机：
孙桦觉得这事很蹊跷，又走上
开办了手创盲人按摩店，给顾客提 “先免费把盲人带走。”经过这次乘
法律维权的道路。他查询关于金融
供保健按摩服务。一次，一位顾客
车风波，孙桦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投资的法律文件时，从国务院国发
告诉他：
“ 你创业时缴的费用当中，
为了盲人免费乘公交车的合法权
〔2011〕 38 号《关于清理整顿各类
有些费用在前几年国家就已明令取
益 落 实 到位，他再次向市长热线投
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
消，国家还有好多关于残疾人创业
诉。后来，
有关部门给他回复：
正在督
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12〕
的优惠政策。”他立刻查询了相关政
促市公交公司处理。市公交公司也打
37 号《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
策法规，果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来电话承认了错误，
还对那名女司机
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中发现：该交易
疾人保障法》第 36 条规定：
“国家对
进行了批评教育。事后，
孙桦通过电
所不具备现货原油交易资质，进行
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免除行政
话高兴地向市盲协主席朱桂英反映
虚假交易，多方违反国家规定。于
事业性收费。
”
……
了此事。朱桂英和市公交总公司联系
是，他将整理收集到的一些文件、证
他立刻拿起电话，
拨通了市长热
沟通，
公交公司领导支持维护盲人合
据，电话向对方相关监管部门投诉，
线，反映自己创业收费不合理情况。 法权益，
要求公共汽车车厢里都张贴
却遭到了推诿。
接线人员安慰他说：
“你先别急，
我们 “盲人凭残疾证免费乘车”
的字样。
他没有放弃，依据《中华人民共
会跟相关部门了解沟通，责令改正。
2015 年，孙桦接到天津某矿产
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投诉对方金融
不久，
他接到有关部门电话：同意全
资源交易所一位业务员推荐做现货
办。迫于压力，对方金融办敦促交
部清退营业执照费、年审费等所有
原油投资的电话。孙桦说：
“我们是
易所交易员多次来如皋市和孙桦商
创业收费，并赔礼道歉。孙桦依靠
盲人，收入微薄，投资有风险，我们
谈。在市盲协主席朱桂英等人的干
法律维护合法权益取得圆满成功。
哪里承受得起？”业务员说：
“ 你放
预下，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孙桦终于
2011 年初，孙桦乘公交车，并
心，我们的交易比较灵活，没有风
拿回了全部损失，还争取到了一定
出示了本人的残疾证。女司机接过
险，
最适合稳健的投资者。
”
的经济补偿。
残疾证看了看说：
“只有军人残疾证
在业务员多次反复的劝说下，
有了几次维权经历，孙桦说：
才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你必须投
孙桦等人决定共同出资 20 万元，以 “法律是我们盲人的护身符，我们要
币！”孙桦解释道：
“《中华人民共和
他的名义开户，由对方业务员带领
好好学习法律政策，维护自身合法
国残疾人保障法》第四十四条明确
他们进行交易。过了一段时间后，
权益。”从此，他更注意用法律知识
规定‘盲人持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市
孙桦发现账户里的钱越来越少，询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先后促成
内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司
问交易所人员，对方安慰说：
“ 没关
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全部使
机说：
“ 我们车厢里写明‘只有残疾
系 ，下 一 笔 交 易 可 能 会 全 部 回 来
用计算机考试，为盲人提供便利条
军人免费乘坐’，你快投币吧！”其他
了。”几个月过去后，他们投进的 20
件；旅游风景区盲人和陪护人员免
乘客也不耐烦地催促他。孙桦还要
万元仅剩下 1000 多元。对方业务
费的落实。
解释，司机怒斥道：
“你不投币，就下
员也联系不上了，这下他蒙了：这么
本报记者吴银华
车去！”孙桦说：
“这不仅是两块钱的
多钱可是我们几位盲人用双手一个
本报通讯员陈学锋 实习生何玉婷
孩儿巷南路 62-副 2 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东郊庄园双拼 别墅 1一3/3 263m2 车库44m2 毛坯 东首
418万
凤凰莱茵苑8/15 3/阳 151m2 精装 车位
360万净
2
2
苏建名都城8/15 3/阳 150m 车库31m 汽车位 毛坯 有大税
368万净
万象北园7/7 2.5/1 71.6m2 设施全 毛坯
51万
佳利秀水公寓15/18 1/1 64.5m2 精装 拎包入住 启秀学区
110万
新建新村2/4 2/1 67m2 老装潢 合用车库 启秀学区
89.8万
青年路9号4/4 2/1 66m2 精装 拎包入住 启秀学区
103.8万
城市嘉苑1一2/6 6/2 270.8m2 复式 地下50m2 豪装 大院子60m2 2个车位 715万

吉缘中介

银河中介
久和中介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东方菜场5/电139m2 3南2厅 简装 空三学位房
紫东南苑2/电122m23-2厅 毛坯 10m2 车库
段家坝花苑5/6层165m2 4-2厅中装30m2 南车库
外滩北苑6/电117m23-2厅 毛坯8m2 车库
尚海湾3/电147m23-2厅 中装 看房方便
金桥小区2/车102m23-2厅 中装9m2 车库
虹桥北村钻石楼1/车154m23-2厅 精装

278.8万
175万
185万急
155万
259.8万
103万净
208万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东郊庄园双拼拼别墅1-3层311m2 纯毛坯有院子
中南七星花园6/电2室2厅106m2 精装学区房
启秀南苑3/4层3室2厅2卫146m2 精装车库26m2
和兴花苑2/6层3室2厅2卫140m2 精装车库18m2
锦绣花园4/4层60/133m2 精装南汽车库36m2
紫东花苑5/5层54/135.5m2 精装北车库17m2
学田新村5/6层2室一厅67.5m2 中档装潢
学士府13/电2室南77.63m2 毛坯车库6.54m2

388万
275万
360万
323.8万
282.8万
205.8万
91.8万
115万

青少年暑期生活的好去处

崇川首家民俗小课堂开课了
民俗小课堂正在上课。

晚报讯 在如皋市下原镇桃园
村 2 组，有一位 110 岁的老太太杨
德英，五代同堂的她，有一个 110 多
人的大家族。昨天，记者了解到，杨
德英还被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牌协
会授予
“长牌九段大师”
称号。
杨德英是标准的农家女儿，种
了一辈子农田，生养了 3 个儿子、3
个女儿，一辈子笃信“勤俭持家”这
个硬道理。在最困难的年代，杨德
英在孩子们长身体的时候，无论有
多艰难，她总会想方设法煮顿饭给
他们吃，而她却等到最后吃剩饭锅
巴，因为孩子们吃饱了，身体棒棒的
就是她最大的满足。
一口能吃锅巴的牙齿，让杨德
英养成了良好的饮食习惯。直到今
天，她不但能嗑瓜子、嚼蚕豆，还能

晚报讯 昨天，崇川区观音
山新城盘香沟社区
“民俗小课堂”
暑期活动开课了，首堂课吸引了
辖区 40 名青少年。颇有私塾风
味的桌椅，
加上挂卷、蓝印花布等
民俗元素的点缀，让小小课堂散
发着浓浓的古典雅致气息。盘香
沟社区党委书记唐春华介绍说，
这是崇川区首个以民俗主题开办
的社区课堂，是盘香沟社区民俗
馆新打造的一个亮点。
“民俗小课堂”
位于盘香沟民
俗馆内，面积约 50 平方米。走进
这间小课堂，
民俗风味扑面：
教室
两侧墙壁挂着 8 个挂卷，分别写
着“忠、孝、仁、义、礼、廉、信、智”
字样，教室背面墙壁印有王羲之
书写的《兰亭序》全文，桌椅的造
型颇有复古味道，每张课桌上铺
着蓝印花布。
“这个课堂设计得真
好，我很喜欢在这样的环境中学
习。”
参加暑期首次活动的刘研浩
同学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
盘香沟社区民俗馆于 2013
年 9 月开馆，近 5 年来该馆以颇
具特色的展品吸引了不少市民参
观，
一些市民参观后建议：
希望盘
香沟社区民俗馆在展示民俗的基
础上，开辟一些互动式教育平台，
以丰富民俗馆的展示形式。这一
颇有见地的建议得到了盘香沟社

阔别五十载 文化一线牵
晚报讯 7 月 2 日,当年下乡
插队到海安县角斜的南通市商业
学校 20 多名同学,回到阔别近 50
年的第二故乡,参观了角斜红旗民
兵团史绩陈列馆,并与角斜镇的新
老领导举行了座谈。听说角斜镇
文化兴镇、文化强镇之路，刚刚成

天安中介

北岸华庭 4/电 3/阳光厅 143 m2 精装潢
175万
二附学区房 纯底楼 2/1 60.5m2+院子 装潢
188万
富贵北园（二附学区房） 4/6 3/2 125m2 装潢
280万
2
学田千禧园（三附、三中学区房） 5/6 3/2 118m2+16m（车库）装潢
189万
2
2
华雅苑 3/复式楼 4/2 217m +35m (朝南车库)精装、拎包入住
278万
白龙花苑 2/车 3/2/2 142m2+26m2(朝南车库)新坯房位置佳
155.8万
濠西园 1/车 3/2 136m2+24m2(朝南车库)精装潢拎包入住
163.8万
2
福民景苑 9/电 2/1 92.6m2+16m（地下车库）新坯房、
双阳台、南北通透 86万

盛唐公寓7/11 3-1 122m2 车14m2 精装
光明东村2/5 2-1 61m2 启秀学区 装修
光明东村 6/7 3-1 80m2 启秀学区 精装
光明东村3-4/车 复式 153m2 南汽车库26m2 启秀学区 精装
光明南村底 2-1 64m2 院子建一间阳光好全新装修一附启秀双学区
天虹花苑3/车 2-1 90m2 南车库20m2 毛坯
朝晖花苑3/车 3-1 103m2 车18m2 精装

140万
88万
94万
215万
110万
150万
165万

立了镇文联，并创办了《角斜文艺》
杂志，老知青十分兴奋，向镇文联
赠送了一套江海文化丛书，并表示
通过网络加强联系，共同为办好
《角斜文艺》，为文化兴镇、文化强
镇献计出力。
玉成

城山路 91 号

85595336 13390945336

万通城 11/11 楼中楼 140m2+120m2 汽车位1个 有大平台 毛坯 楼上没产权
医学院宿舍 1/5 二室二厅一卫 80m2 有院子 阳光好 三学区房 豪装
中南金石公寓 30/ 一室一厅 51m2 精装，未住，设施齐全
南川园 4/6 一室一厅 48m2 中装
南方公寓 8/15 三室阳光厅二卫 148m2豪装 汽车位1个另算 急卖 随时看房
中南世纪城 19/25 办公楼一层 994m2 可分割卖573m2+421m2 办公装修 一起买送车位
天安花园 11/11 复式楼 199m2+99m2 豪装 景观房 2个汽车位另算 带游泳池

230万
200万
68.8万
58万
255万
899万
580万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城南小学对面
天苑中介 15862825879
家乐中介 18912270383
鹏展中介 王府大厦对面
13057019586 梦路中介 15950810021 15962750368
13921619305

濠河名邸10/18楼 建164m2精装 景观很好
385万
启秀学区房 友谊公寓中层/电梯 建188.8m2 中装
350万
三中学区房：瑞景广场中层/电梯 建130m2 精装
280万
尚海湾7/电梯 建98m2 精装好 阳光好
201万
2
星光域21/电梯 建123m
200万净
二附 城中 三中叁学区房：人民中路2/6楼 建54m2 新装清爽
155.8万
紫东花苑3/电梯 建92.3m2+10m2车库 豪装
135万净 无税

区党委和居委会的重视，经过广泛
讨论，在民俗馆内开辟一间“民俗
小课堂”的想法应运而生。今年 3
月初，
“ 民俗小课堂”开始设计、施
工和装修，5 月间，一个集传统、民
俗于一体的“民俗小课堂”出现在
民俗馆内。
唐春华介绍说，
“ 民俗小课堂”
使用后将突出民俗元素，在充分发
挥民俗馆展品陈列作用的同时，突
出课堂教育的独特优势。半个月
前，社区为辖区青少年举行了端午
节庆祝活动，暑期期间将开设民俗
历史讲座、家风研讨会等民俗活动。
据了解，
盘香沟社区的暑期活动
内容形式丰富多彩，活动以“七彩的
夏日——多彩的梦”
为主线贯穿整个
暑期，凸显爱国梦、幸福梦、和谐梦、
人文梦、
生态梦、
价值梦等元素。
在盘香沟社区暑期活动的计划
中，有党史、国史、军史教育，有家风
传承的道理教育，有介绍民俗文化
的传统教育，有科普类的活字印刷、
篆刻的兴趣活动。
“社区还准备邀请
抗战老军人给青少年讲红色故事，
请警官为青少年开展法制讲座，还
有适合青少年的手工制作……让青
少年们在活动中增长民俗知识，了
解中华礼仪。
”
唐春华说。
通讯员季永健 袁冬霞
记者王全立

福景苑 27/30 87m2车库13m2 2-2-1 小石桥旁毛坯新房 122万
名都 10+11/电 复式楼中楼279m2 精装二附启秀双学区 600万
王府大厦 25/30 124m2 2-2 二附、城中、三中
286万
王府大厦 1x/电 164.5m2 稀缺朝南景观房，学位空
2万6/m2
2
凤凰汇 高层/电 146m 精装修3-2-2 双学区
450万
北街新村 4/5 60m2 两室一厅 三中学位房 位置好
90万
富贵北园 4/6 124m2 三室朝南L厅 空学位
282万
望江楼 4/6 91.5m2 3室一厅 三学区
215万净

《江海晚报》
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友情提醒：
本栏目广告位尚
有少量剩余，
请有意在本栏目投
放广告或广告即将到期的单位
尽快交纳广告款，
广告位顺序将
按交款先后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