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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恋时光”交友会本周日与你浪漫相约
荆 门 晚 报 讯 （记 者 徐 轶 通 讯 员 赵 翠
芬 王 飞 ） 本周日，由荆门晚报、昕泰红

娘、蜜恋时光休闲茶餐厅联合举办的“蜜
恋时光”交友会将拉开帷幕，大家的心情
是不是越来越激动！ 那天怎么向大家展
示自己？ 在现场会不会冷场尴尬？ 碰到心
仪的对象，该用什么方式打开话题？ 对于
这些问题请不要担心， 活动中有红娘为

单身青年牵线，你只需放松心情，跟着我
们一起玩，将会度过一个收获满满的“光
棍节”。
本次交友会自上周报名启动以来，短
短几天，30 个名额就迅速报满。 从报名情
况来看，嘉宾年龄均在 32 岁以下，学历为
本科及以上，他们中有公务员、工程师、教
师、护士等。 为了避免尴尬和冷场，让大家

愉快交友，主办方在本次的交友会中精心 （本周日）上午 8 点 30 至 11 点在位于工
设计了各种小游戏， 活动共有四个环节： 商街美佳乐小巷嘉艺坊美食街 6 号蜜恋
热身游戏中展示个人风采；趣味游戏“我 时光休闲茶餐厅举行，本次活动为公益性
最棒”，消除陌生感；“心有灵犀”，手机为 质，不收取任何费用，目前，交友会报名工
你来牵线；“
3 分钟约会”， 深入了解心仪 作已结束。请成功报名的单身青年当日上
对象，积极参与游戏，还有机会获得各种 午 8 点 30 分到场签到。 活动咨询电话：
18707263265 （荆 门 晚 报 徐 记 者 ），
奖品。
“蜜恋时光”交友会将于 11 月 11 日 13997929977（昕泰红娘赵姐）。

“焕新乐园”情暖低保家庭
荆门晚报讯 （记者朱小明 通 讯 员 马
蓉 芳 ）6 日， 荆门蓝天社工联合荆门高新

区·掇刀区掇刀石街道关帝社区对部分低
保家庭进行走访，寻找符合条件的帮扶对
象，启动“焕新乐园”项目。
焕新乐园是由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联合阿里巴巴公益共同发起，并与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建立全国推广的战略合作，荆门
地区由荆门市义工联负责，蓝天社工参与。
当天共走访 3 户低保家庭，在走访过
程中，工作人员与未成年儿童的家长倾心
交谈、嘘寒问暖，了解未成年儿童的成长

环境及家庭困难情况，鼓励他们一定要加
强身体锻炼、乐观面对生活，对孩子多一
些关爱。
社工们详细向困难家庭介绍了“焕新
乐园”项目，一经审核通过,将免费提供标
配家具为低保未成年儿童主要生活的一
个房间进行布置， 改善房间基础环境，并
结对陪伴儿童 1 年，每月跟进 1 次，全年
提供 12 次跟进陪伴服务和 3 次集体活
动。 该项目旨在帮助儿童改善居住环境的
同时，促进儿童健康良好生活习惯，引导
家庭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

居民家闹鼠患 社区帮忙投药
荆门晚报讯 （记者郭玉红 通 讯 员 文
华）
“感谢社区的帮忙，这几天我家终于安
静了。 ”昨日，凯龙集团家属区的居民朱大
爷感激地对东宝区泉口街道青山社区工
作人员说道。
1 日上午，网格员王富琴到凯龙集团
家属区宣传创城活动时，75 岁的朱大爷
反映，家里深受鼠患困扰，纱窗、养的花
草、家具等无一幸免，严重影响了生活，他
和老伴不知如何是好，希望社区能帮忙解

决这个头疼问题。
王富琴将此情况向社区汇报， 负责环
境卫生的周国清拿着社区前段时间购买的
灭鼠药，和王富琴一起来到朱大爷家。因为
家中只有两位老人，且年事已高，怕他们投
放不当， 两人就帮老人将鼠药投放在老鼠
容易出现的角落， 并叮嘱两位老人把菜和
食品都放在食品柜中，注意食品安全。
昨日，王富琴到老人家回访，得知一
共药死了 8 只老鼠，家里终于安静了。

留守老人家里停水 热心邻居帮忙解决
荆门晚报讯 （记者朱小明 通 讯 员 朱
梦诗）日前，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名泉社区

凯旋城小区一位留守老人因欠水费导致
家中停水，在热心邻居的帮助下，停水问
题得到解决。
当日 19 时许， 家住凯旋城小区的王
凤兰老人与孙子回到家中， 准备做晚饭时
发现家里停水了。 老人的儿子儿媳在外务
工，家里只有她和孙子。王凤兰赶到小区物
业公司，发现物业人员已下班。正当她不知

昨日， 市民李先生致电荆门晚报记
者，称在城区金虾路青山社区附近，一门
店将装修垃圾堆在人行道上， 既有碍观
瞻，又给过往市民带来不便，希望当事人
尽快清理干净。
荆门晚报机动记者摄

如何是好时， 看到同楼栋的邻居付建平下
班回家，并将家中停水的事告诉了付建平。
付建平告诉王凤兰，他们所住楼栋自
来水已移交给供水部门管理，大多数住户
都是在网上缴费，王凤兰既不知道自家的
水表号，也不会用手机缴费。 付建平拨打
供水部门服务电话后，得知王凤兰家里因
欠费导致停水。 随后，付建平在网上帮王
凤兰缴了水费，并电话通知供水部门工作
人员及时帮她家恢复供水。

自第 25 届菊展开幕以来， 市城市
公园管理处东宝山公园管理中心组织
专人对菊花及扎景进行精心养护，确保
菊花花期保持到本月底，方便市民游览
观赏。 荆门晚报记者 朱俊波 通讯员
李玮玮 摄

门锁遭人破坏 格格提醒更换
荆门晚报讯（记者郭玉红 通讯员熊
琴）日前，东宝区龙泉街道凤台社区网格

员刘士忠在网格巡查时， 发现一户居民
家的门锁遭到破坏， 及时提醒主人对门
锁进行更换，消除安全隐患。
5 日中午， 刘士忠巡查至三无小
区——
—凤台小区 2 栋时， 发现居民刘先
生家的门锁遭人破坏。 刘先生常年在外
地工作，他家里不会是进小偷了吧？ 想到

这里，他赶紧跟刘先生打电话，电话无人
接听。 刘先生的父母也是该网格的居民，
他又赶紧和其父母取得了联系。
刘先生的父母赶过来。 由于门锁损
坏严重，无法打开，他们只得叫来开锁师
傅。 开锁师傅赶到现场打开房门后，刘先
生的父母进屋查看，发现并无被盗现象。
刘先生的父母对勤于走访巡查的刘士忠
连声道谢，并及时更换了门锁。

简讯
11 月 6 日， 荆门高新区·掇刀区
掇刀石街道名泉社区联合掇刀石派出
所开展冬季治安防控知识讲座， 以此
提高社区居民的治安防范能力， 为打

造平安社区打下坚实基础， 来自辖区
单位、物业、业委会、楼栋长、居民代表
80 余人聆听了讲座。

11 日， 荆门高新区·掇刀区掇刀
石街道名泉社区党支部开展“党员主
题活动日”活动，组织党员集中学习，
将党员分为秩序维护组、环境保护组、

入户宣教组、 扶贫帮困组开展创城活
动， 将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与创城
志愿服务相结合， 用实际行动助力文
（朱小明 朱梦诗）
明城市创建。

日前， 东宝区泉口街道苏畈桥社
区联合市国土资源局开展防灾减灾教
育宣传系列活动， 让居民全面了解防

灾减灾的重要意义， 增强居民的防灾
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近日， 荆门高新区·掇刀区白庙街
道许家塝社区购置移动音响设备，录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礼仪及致居
民的一封信等内容，由志愿者担当文明

播报员，按照分片包栋的模式，每日固
定时间在网格中播报， 让户户听得到、
家家信息通，动员居民积极参与全国文
（徐轶 刘崇清）
明城市创建活动。

连日来， 东宝区龙泉街道除了入
户宣教创城外，还每周开展 1 次“创城
有您 参与有礼”微信公众号答题有奖
活动。 从 10 月 28 日到现在， 约 有
3000 人参与创城答题， 增加了居民对

创城的知晓率。 此外，街道微信公众号
还及时推送创城信息和热点， 让居民
更加便捷地了解创城的最新动态，激
发居民参与创城的热情。

（朱小明 钟永勤）

（徐轶 范竹青）

（郭玉红 李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