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心愿 认领人 手机 认领情况

1 陈真 收音机 安家宜 139****8329 收音机

2 王亚丽 一个电子词典 张女士 136****0898 英语词典

3 李鹏 拐杖 张女士 136****0898 拐杖

4 毛亚西 北京车票 李梅 33***31 200元

5 杜堂好 临沂车票
王鹏

151****4800 100元
季宝丽

6 刘长斌 送给母亲的围巾 阿布 158****3999 帽子围巾
7 龙江南 六盘水车票 刘女士 138****8914 500元

8 宋祥蕾 菜谱 阿布 158****3999 菜谱
9 赵亚男 护膝 安家宜 139****8329 护膝

10 张继成 送给爸爸的皮鞋 阿布 158****3999 鞋子
11 梅瑞翔 临沂车票 左宝丽 15****4800 100元

12 鞠超 送给母亲新衣服 安家宜 139****8329 衣服

13 郝维 送给父母帽子围巾 李阿姨 33***31 帽子围巾

14 李晓龙 送给父亲棉袄 李阿姨 33***31 棉服

15 朱思文 二手电视机
吕志强 13****9180 电视机

程顺玉 131****9965 500元

16 张世梅 双肩包 阿布 158****3999 双肩包2个
17 龙亚平 湖北荆州车票 阿布 158****3999 300元
18 周顺洋 重庆车票 李阿姨 33***31 300元

19 万林金 贵州湄潭车票 安家宜 139****8329 250元

20 马汪洋 江西曹溪镇车票 孟庆祥 138****7166 300元

21 袁雪 吉林省农安县杨树林车票 张先生 136****0655 500元

22 宋江 贵州六盘水车票 姜先生 186****1970 1000元

23 李克达 天津车票 杨先生 37***89 100

24 聂洋 吉林永吉车票 姜先生 186****1970 1000元

25 张洪凯 四川成都名山车票 王先生 135****1586 500

26 唐宗寿 四川广安车票 杨先生 37***89 150元

27 吴俊明 四川省巴州市车票 杨先生 37***89 300元

28 杨君成 贵州瓮安县草塘车票 杨先生 37***89 250元

29 孙雷 安徽合肥车票 蒋先生 186****0985 250元

30 夏兴生 甘肃西峰车票 蒋先生 186****0985 300元

31 方林 安徽宿松车票 蒋先生 186****0985 250元

32 孙志萍 内蒙古通辽市车票 太平洋保险 135****8001 130元

33 张茜 湖北嘉鱼车票 李先生 134****6677 400元

34 龙章青 湖南绥宁东山车票 太平洋保险 135****8001 283元

35 余晓芬 浙江遂昌车票 太平洋保险 135****8001 185元

36 裴成强 甘肃洛门车票 太平洋保险 135****8001 220元

37 武云霞 温州车票 太平洋保险 135****8001 203元

38 苗田 内蒙古包头市车票 李先生 138****8110 128元

39 刘明星 吉林省梨树县车票 太平洋保险 135****8001 168元

40 马立亚 河北省邢台市车票 李先生 158****3508 88元

41 尹瑾 内蒙古包头市车票 李先生 138****8110 120元

42 高方华 河北省枣强县车票 李先生 158****3508 90元

43 胡国翠 辽宁省北票市车票 李先生 138****8110 139元

44 张乐超 河南省开封市车票 李先生 158****3508 72元

45 孔笑笑 江苏省沛县车票 张先生 151****6618 200元

46 周晓丽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车票 赵宗强 137****3137 200元

47 贾元元 河北省大名县车票 李先生 138****8110 108元

48 蒲艳丽 江苏省盐城市车票 张先生 151****6618 200元

本报 1月 8日讯 (记者 张凯
张雪丽 ) 正是有了热心市民

和单位的爱心接力，本报“2012
心愿行动”才有前进的动力。截
至 1 月 7 日，本报“ 2 0 1 2 心愿行
动”收集的48个寒门学子的愿望
全部实现。同时，受救助学子通
过本报向全体市民表达谢意，并
送上新春祝福。

本报“2012心愿行动”开展

以来，共收到来自滨州学院等驻
滨高校48名贫困学子的心愿，滨
州学院学工处也积极参与，从各
个院系推荐品学兼优的贫困学
子接受热心市民的救助。

来自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弥市镇沿河村三组的龙亚平，现
就读于滨州学院外语系。父母离
异后,她跟随母亲生活,母亲靠务
农赚钱,但因母亲身体不好,赚来

的钱全部用来买药 ,龙亚平的学
费用助学贷款支付 ,生活费则是
靠自己平时打工赚取 ,在拿到市
民李梅女士送来的车费后，龙亚
平表示，自己会永远记得这分恩
情，也愿意用自己的努力学习回
报社会。

和李梅一样的热心市民还
有很多。邹平的程先生和妻子冒
大雾驱车100余公里为贫困大学

生送来爱心款；住建局杨先生一
下送来 1000元让工作人元转交
给贫困大学生，更有不少市民打
来电话询问账号默默汇来爱心
款不留姓名。

在此，齐鲁晚报今日滨州编
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及受资助的
48名大学生向所有关心关爱贫
困学子的市民和企业表示感谢。
您的一分爱心，我们将永远收藏

并铭记。
经过统计，此次活动共收到

爱心款11584元，衣服4 套，以
及收音机、拐杖等物品若干。爱
心款大多数已由市民直接交到
学生手中，部分款项由本报工作
人员转交。具体爱心款转交情况
将列表公示，市民如有疑问可电
话 咨 询 本 报 编 辑 部 。电 话 ：
3211123。

爱心市民接力本报“2012心愿行动”

48名学子新年心愿全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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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太平洋保险滨州支公司认领6心愿

一件善事改变学生价值观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张
雪丽 张凯 ) 1月 7日，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滨
州中心支公司认领了6名大
学生的回家心愿，滨州中心
支公司的工作人员亲手将
1190元车费交到学生手中。
8日，其中一名受捐助学生
更是在来信中表达了对这
个社会的认识。

太平洋保险公司滨州
支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支
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赵俊
民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寒

门学子的报道，对这件事情
特别关注，想让贫困的大学
生们在新年到来的时候能
够回家团聚，过个开开心心
的春节。“恰逢 2012年是我
们支公司成立10周年，公司
党委决定做 10件回馈社会
的善事，资助寒门学子回家
过年，是这 1 0 件中的第一
件。”该工作人员说。

来自湖南绥宁的龙章
青于1月8日发来一封感谢
信，信中写道：“以前的我总
是怀着一种敌对的态度看

待社会上的现象，只看到社
会的阴暗面，却没有看到社
会上的好人好事，直到今天
这样的事(发放爱心款)发生
在我身上，给了我这个浑浑
噩噩的青年当头一棒，我即
刻醒悟过来，社会上有奉献
精神的、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还是很多的，我以前的看
法、观点太狭隘了。作为学
生的我们无法用更好的话
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在这
里由衷地向给我们提供帮
助的人说一声：谢谢您。”

爱心不分你我

两市民将欢乐送给贾冬研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张卫健 李运恒) 2011年12

月27日，本报报道了无棣人
贾明辉一家三口租住在市区
不足20平方米的出租屋内,夫
妻二人虽然都身体有病 ,但
仍坚持轮流打工给7岁女儿
贾冬研看病的事，引来不少
热心市民的关注。2012年1月
8日，记者将滨城区热心市民
陈女士的500元钱和博兴县
赵女士赠送的毛绒熊送到了
贾明辉的手中。

2011年12月31日上午,滨
城区的陈女士来到本报编辑
部,将1000元现金交给本报记
者，并告诉记者：“我想把
1000元钱分别送给小尧舜和

贾冬研，希望他们都能坚强，
祝福他们，我家也不是很宽
裕,就是想帮帮他们,麻烦你
们帮我交给他们吧。”另一位
热心读者赵女士是博兴县
人，因为工作原因，不能亲自
过来把毛绒熊玩具送给贾冬
研，就把玩具邮寄到了本报，
并嘱托记者一定把毛绒熊玩
具交给贾冬研，同时表示坚
决不透漏姓名。

2012年1月8日下午，贾
明辉收到了陈女士的500元
钱和赵女士的毛绒熊玩，贾
冬研看到玩具立刻开心地笑
起来，抱起毛绒熊便不肯再
撒手。贾明辉说：“感谢齐鲁
晚报感谢帮助过我们的每一

个人，贾冬研有这么多的好
心人的帮助，会慢慢好起来
的。”

当得知记者已经把毛
绒熊转交给贾冬研后，赵女
士发过来短信：齐鲁晚报·
今日滨州的记者朋友们，谢
谢你们，一定帮忙转告贾冬
研小姑娘，其实，我们大家
都一样，都可以看到这个世
界的美好，只不过贾冬研比
别人走的慢一点，但是相信
有一天总会站起来的，并表
示有机会一定会去看望贾
冬研，相信会有更多人关注
关心贾冬研，祝愿贾冬研慢
慢变好，一起加油！(短信略
有改动)

心愿简单却令人感动

程丽洁有了四本辅导书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李运恒 ) 1月 5日，本报报
道了从小被遗弃的孤儿程
丽洁，现在寄住在滨州市
高新区中心敬老院，想要
几本八年级的数学和物理
辅导书的心愿，1月6日，热
心市民陈先生来到本报编
辑部，给程丽洁送来了四

本辅导书。
1月 6日，陈先生来到

本报编辑部，将八年级下
学期数学、物理的《中学教
材全解》以及两本单元测
试卷送来，并委托记者转
交给程丽洁。陈先生告诉
记者，看到了本报这篇报
道后，被程丽洁身后的不

幸故事所打动，同时觉得
程 丽 洁 的 心 愿 很 朴 实 简
单，几本学习用的辅导书
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很容
易就能解决，但是对于这
样一个孩子来说却有点难
度。陈先生希望程丽洁好
好学习，并祝福这个坚强
的小姑娘快乐地成长。

太平洋保险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工作人员详细了解学生状况。 记者 张雪丽 摄

身残志坚女孩石佳佳借本报表达心愿 >>

勇敢地活下去报答社会
本报 1月 8日讯 (记者 张卫建 )

“我没有别的心愿，就是希望爷爷
奶奶健健康康的，同时我要勇敢地活
下去，报答社会。”今年满 20岁的女孩
石佳佳说。

石佳佳是滨城区梁才办事处北石
村人，她 6 岁那年，母亲因车祸去世，
自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然而不幸的
是，2007年 11月 16日，佳佳遭遇车祸，
右腿高位截肢。遭遇这个变故后，平
时开朗的她变得沉默寡言，“我甚至
都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在获悉佳佳的情况后，社会各界

好心人士都伸出了友爱之手。滨城公
安分局的民警李玲与佳佳结成了帮扶
对子，耐心对她进行开导，并帮助解
决生活实际问题。

终于，佳佳走出了生活阴影，2009

年，佳佳进入滨州技术学院学习服装
专业。2010年，佳佳结束学业，进入一
家福利企业工作。

“现在的生活，我很知足。对社会
上的好心人，我一直心怀感激，没有
他们就没有我的现在。我希望能好好
回报社会，好好孝顺爷爷奶奶。”石佳
佳说。

格爱心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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