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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圣诞节 送一份与众不同的礼物

□晨报记者 杨阳 见习记者 马龙歌

最浪漫礼物

小学写的一封“情书”

有时候，只要你用心了，一件简单的

礼物更容易打动情感细腻的女性。“我记

得我和男朋友在一起过的第一个圣诞

节，他送给了我一个特别的礼物，我现在

还收藏着。”在淇滨区某理财公司工作的

司女士说，那个时候他俩都在上大学，因

为是他们在一起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她

期待男朋友送她一份特别的圣诞礼物。

圣诞节前，她男朋友说有惊喜给她，司女

士本以为是毛绒玩具之类的礼物， 最后

发现竟是一个泛黄的旧信封， 蓝黑色的

钢笔字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变淡。男朋

友告诉她，这是他小时候写的第一封“情

书”，那时他才上小学五年级，梦想着将

来女朋友的样子，就写了这么一封信，希

望将来的女朋友能看到。 她觉得男朋友

浪漫极了。

最温暖礼物

亲手织出的围巾最温暖

“我觉得情侣是过圣诞节的主力

军， 通过相互之间送礼物加深彼此的

感情。 ”85 后自主创业的纪先生说，“以

前过圣诞节的时候， 都是我给她挑选

礼物。 而去年圣诞节，女朋友送了我一

份礼物， 她亲手为我织了一条天蓝色

的围巾，虽然织得一般，但是我感觉幸

福极了。 ”

“收到礼物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体

会一下被对方惦记的感觉！ 觉得有个人

关心自己真好！ ”在北京西城区工作的

鹤壁人王先生说，他结婚两年了，跟妻

子的感情很好，从认识她后才过起了圣

诞节。 现在每年圣诞节，他都会和妻子

互赠礼物，感谢彼此的相互陪伴。 有的

时候， 礼物的好坏不能用价钱衡量，用

心的礼物才容易打动人。 现在的年轻

人，应该转变观念，把买礼物当做真心

的表达，不能只为应付，那就没意思了。

最贴心礼物

把圣诞节当情人节

圣诞节是相互送礼物， 表达情意

的节日， 把圣诞节过成情人节也很浪

漫。“我们在一起快一年了，可每次她

让我陪她逛街，我都不愿意去。 这不，

要过圣诞节了，我决定好好陪陪她，她

要是想逛街我就陪她逛， 还可以去看

场电影，总之，要把我们在一起的第一

个圣诞节过成情人节。 ”鹤煤三矿的工

人小胡说。

最温馨礼物

把圣诞节当感恩节

“我觉得一个人最应该感谢的是自

己的父母， 圣诞节应该和父母一起过，

我已经和妻子商量好圣诞节回家陪父

母。 ”在我市一家事业单位上班的王先

生说，他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时间去看

望父母，这个圣诞节他打算和妻子一起

回家吃个团圆饭， 陪父母看会儿电视，

唠唠家常话。

最具爱心礼物

给福利院小朋友送饺子

郭女士是我市的一名志愿者，她和

义工同伴们到我市社会福利院看望那

些没有父母疼爱的孩子们，给他们送去

一个拥抱，一份温暖。 并且给那些孩子

包了可口的饺子喂给他们吃。 看着孩子

们纯真的笑容，郭女士说，这是她过得

最有意义的一个圣诞节。

最个性礼物

送自己一个礼物

“我们不仅可以把礼物送给别人，还

可以送给自己。 我今年 29岁了，结婚已

经 7年， 我想把今年的圣诞节当礼物送

给自己。 ”准备开店做生意的 80后杨女

士说，现在她有两个孩子，最小的孩子也

已经上了幼儿园。她觉得孩子也大了，自

己可以放心干一份喜欢的工作了。 她在

裕隆超市开了一个专柜， 选择在圣诞节

开业，算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唱歌付费起纠纷

民警制止遭殴打

因涉嫌妨害公务

俩涉案人员被拘留

晨报讯（记者 苗苗 通讯

员 肖本勇）年终将至，亲朋好友

相聚本无可厚非，然而，淇县的杜

某、 关某邀朋友在朝歌南路一音

乐会所相聚时， 因唱歌付费问题

和该会所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民

警制止时竟遭到殴打。 12 月 21

日， 淇县警方依法对杜某刑事拘

留，对关某行政拘留。

12 月 21 日 22 时 30 分许，淇

县朝歌派出所接到 110 指令：“有

人在朝歌南路西段一音乐会所酒

后闹事”。 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

赶到现场。 经了解，杜某、关某以

及其朋友在该音乐会所唱歌，因

唱歌付费问题和音乐会所工作人

员发生冲突。 民警对双方人员耐

心规劝， 刚刚喝过酒的杜某和关

某不但不听劝阻， 反而对音乐会

所一名工作人员进行辱骂殴打。

民警闫超及时制止竟遭到二人殴

打，其头部、右手均被打伤。

淇县公安局警务督察大队接

到朝歌派出所民警报告后， 赶到

现场调查处置。 经查，杜某、关某

涉嫌妨害公务事实清楚， 证据确

凿， 淇县公安局依法对杜某刑事

拘留，对关某行政拘留。

12 月 25 日，

又一年的圣诞节到

了， 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在圣诞节、在

这寒冷的冬日里，

通过礼物与祝福，

增进彼此的情感。

●出售湘江四季苑门面

房，150 平方米，可贷款，紧邻

湘江小学，湘江中学，科达高

中，周边缺少门面。

电话：15139228375

� � ●淇滨区湘江中路有两

套住房欲出售，精装修，手续

齐全，价格面议。

电话：13839223980

� � � � � （王先生）

●华府天下小高层，三楼

东户，140平方米，毛坯房。

电话：13903928794

� � ●黎阳路西段有二楼住

房一套，80平方米。每平方米

2200元，证件齐全。

电话：13839223581

� � ●政鼎花苑小高层 8 楼，

144 平方米，水、电、暖、天然

气齐全，地下室 12平方米。

电话：13939286028

●华府天下 1号楼一楼，

三室两厅一厨一卫，面积 133

平方米，水、电、暖配套设施齐

全，价格面议。

电话：15939230911

� � ●淇滨区贸易区现有商

业门面房 4间， 三层楼房，总

建筑面积 500 余平方米 ，

380V 动力电源，土地使用证、

房产证齐全，欲出售。

电话：13803929888（张先生）

●出售天润嘉城（淇滨区

团购房） 现房二楼东户，133

平方米，三室两厅，电梯、中央

空调，地下室。 小区周围有小

学、中学。 非诚勿扰。

电话：13939258119

� � ●出售清华园小区别墅一

套， 三层 ~五层，350平方米，

有车库和地下室，价格面议。

电话：15346282222

� � ●淇滨区华府天下小区

小高层 11 号楼，一楼，一室一

厅（朝南），62 平方米，有地下

室、地暖，非诚勿扰。

电话：15039245149

� � ●鹿鸣花园小区原网通

家属院 6 号楼东单元五楼东

户， 175平方米， 有车库。

电话：15539291660

� � ●淇滨区鹤煤大道东段

农垦花园 B 区小高层二楼，

130平方米，三室两厅两卫，已

铺设地暖，附近有小学、初中、

高中，交通便利，价格面议。

电话：13569648225

� � ●售景祥苑小区住房一

套，三楼，132 平方米，三室两

厅两卫。

电话：15939234466

� � ●低价出售正阳广场商

业街门面房，上下两层，94 平

方米，手续齐全，位置优越，紧

临沃尔玛鹤壁店、裕隆超市福

田店等。

电话：13353923999

� � ●淇滨区市直机关五号

院附近两室两厅住房一套，

水、电、暖齐全，简装修。

电话：13939288319

� � ●山城区综合高中东总

机厂家属院 4 楼，68 平方米，

精装修，空调、太阳能、水、电

齐全。

电话：13939283591

� � ●淇滨区九江帝景小区

有一套复式房（一层、 二层）

欲出租，240 平方米，简装修，

水、电、暖、气齐全，租金面

议。

电话：13939285627

� � ●由于宾馆租期已到，特

低价处理床上用品、不锈钢楼

梯扶手、 门窗、 电脑等物品，

品相好， 价格低， 先到先得，

欢迎咨询。

电话：13783925543

� � ●门面房出售（租）：240

多平方米，位于鹤壁火车站西

1 公里，金山办事处金阳大街

南段（扈堂新村） 西侧路边。

适合经商、 物流、 电子商务、

仓储等。

电话：15803927883

� � � � � 13849217029

� � � � � 18601061964

� � ●因房租到期，本店现低

价处理实木免漆、烤漆样品门

及家装材料。

电话：13033876436

� � ●香港街服装城整体转

让出售。

电话：13938008777

� � ●公司招聘售楼人员 3

名，女、未婚、18 岁 ~25 岁、身

高 1.6 米以上、 大专学历，有

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一定的售

楼经验。

联系人：贺女士

电话：3266037

� � ●鹤壁国际汽车城诚聘

主管会计一名，待遇面议。

电话：3258805

� � ●中翔建材装饰公司现

诚招营销部经理（6 名）、业务

员（20名）、 装饰公司经理（1

名）、 装饰公司工程监理（20

名）、装饰公司设计师（20 名）、

导购员（20 名）、会计（1 名）、

文员（1名）。

待遇：1500 元 ~3000 元

+奖金 +提成 +分红。

电话：13783035845

� � ●宜佳家居广场及超凡

装饰招聘精英导购、 市场专

员、销售经理、设计师助理、精

英设计师、店长若干名。

待遇：导购、市场专员年

薪 3 万元 ~5 万元； 精英设计

师、店长年薪 4 万元 ~7 万元；

销售经理年薪 8 万元 ~12 万

元。

电话：13839222287

� � � � � 3282828

� � ●鼎盛建材及旗下家居

建材品牌专卖店招聘总经理

助理、会计、仓管、见习经理、

见习店长、 业务精英若干名，

待遇从优。

电话：18603925333

2136777

� � ●温州海鲜坊现招聘大

堂经理、收银员，待遇优。

电话：3382222

15939232222

●11 月 22 日在财政局

南院门前丢失一只白色的萨

摩耶狗，身材矮胖，尾巴短粗，

有哪位好心人捡到或知情，请

打电话：13939206195， 定重

谢。

●淇河家政

☆省巾帼家庭服务工作

先进单位

☆市三八红旗集体

☆市五一巾帼标兵岗

☆市女职工创业就业先

进单位

☆市优秀志愿服务集体

淇河家政因工作需要，现

招聘办公室人员数名， 要求：

女性，45岁以下。

现强势推出月嫂、育婴师、

催乳师、保姆、护工等业务！

本公司常年招聘、培训月

嫂、保姆、护工、保洁员等。

出租育才学校一单元房，

90 平方米，床、柜子、餐桌、

水、电、暖齐全，月租金 500

元。

公司业务范围： 单位保

洁、家庭保洁、外墙清洗、地

毯清洗、 地板打蜡、 搬家服

务、洗油烟机、房屋租赁、用

工求职、 月嫂保姆、 育婴护

工、家电维修、二手房托管、

保洁用品专卖。

您还在为打扫卫生发愁

吗？ 您还在为给父母、亲朋、

客户送礼发愁吗？ 淇河家政

现推出感恩卡、亲情卡、白金

卡等各种礼品卡。一卡在手，

可尽享淇河家政的所有服

务。

公司地址：鹤翔社区居委

会一楼（鹤翔西区）

电话：3360777（昼夜）

13903924921

� � ●天海集团急聘机床操作

工、汽车线束工、包装工。

要求 ：18岁 ~30 岁 ， 初

中、 中专学历即可， 身体健

康。

待遇： 试用期内 1200元 /

月~1600 元 / 月， 试用期后

1500元 /月~2500元 /月（多

劳多得）；

提供就餐补助及免费住

宿；

根据公司效益发放奖金及

节日福利。

报名资料： 持本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正反面）六张，

一英寸照片六张， 毕业证原件

及复印件一份。

电话：18603929860

� � � � � （张经理）

报名地址： 淇滨大道天海

集团（京立医院对面）东门岗招

聘室

●鹤壁邮政局急招仓库协

管员，男性，包吃住，工资 1500

元 /月；

快递员， 中专以上学历，

35 岁以下， 试用期两个月，工

资 1500元 /月， 试用期满后，

不低于 2000 元 / 月， 上不封

顶。

●急招文员兼销售员 2

名，身高不低于 165cm，30 岁

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普通话标

准，工资 1500元 /月。

●现有大量求职人员，有

用工的企业请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

0392-3295999

� � 报名地址： 淇滨区九州路

瑞奇大厦 408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