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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公益

汇聚爱的力量 公益在行动

看看完完寻寻亲亲节节目目，，做做了了公公益益志志愿愿者者
记者走近寻人公益团体，了解志愿者工作的苦与乐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孙淑玉 )

“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
赏时。”又到中秋节，游子们忙着订
票回家过节之际，敬老院的老人们
也盼着能有人和他们一起过个团
圆节。即日起，本报将联合爱心企
业和鼎丰助学服务队的义工，陆续
为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月饼和节
日祝福，伴老人们提前过个有人陪
伴的中秋节。

“日子过得苦点不可怕，怕的
是孤独。”中秋佳节迫近，不少敬老
院的老人开始担心这个节日会“落
单”。秋风渐凉，守在院子里乘凉闲
聊的机会越来越少，有亲属的老人
已经开始惦念回家过节的情景。每
当这时，孤寡老人们就只能躲到一
角暗自叹息。

一个月饼、一句祝福或是一天
陪伴，可能是给这些老人最好的礼
物。即日起，本报将联合爱心企业
和鼎丰助学服务队的义工一起为
老人们筹备“节礼”，或送月饼，或
带上贴心的小礼物陪同过节，您可
以用自己的方式给老人送去更多
温暖。

本周四上午，本报将联合烟台
欧美香食品有限公司为烟台市老
年福利服务中心的近千名老人送
去999个特制的月饼。此外，烟台欧
美香食品有限公司还特意为 2 0位
孤寡老人准备了盒装月饼，近日，
本报将联合鼎丰助学服务队的义
工一同送出。

999个爱心月饼

周四送到敬老院

一天四五个小时，盯着志愿者群

9月2日上午，记者与飞扬
在她的服装店中第一次见面。
长发、淡妆、短裙……

“有时有些走失的孩子
并不知道如何描述自己的家
在什么地方，甚至不能说出
父母的姓名，这时候我们志
愿者就要引导这些孩子回忆

自己以前生活的点点滴滴，
从各种细节中找到有用的信
息 ，推 断 孩 子 家 所 在 的 位
置。”飞扬向记者描述了刚刚
成为志愿者时的工作。

飞扬的工作能力很强，
成为普通志愿者一个月后就
有领导告诉她，可以做山东

群的网络管理员。从此飞扬
不仅仅要负责跟踪一些寻人
线索的进展，还要回答志愿
者的各种问题，当志愿者在
追踪寻人线索遇到困难时帮
助他们联系媒体、公安干警
等部门。

记者见到飞扬时，正好轮

到飞扬值班。飞扬说：“我们各
个省志愿者群的管理员要轮流
值班，在群里协调各种事情。”

至于这份额外的公益活动
是否占用飞扬的时间，飞扬说，
值班这天事情多一点，平时每
天差不多有四五个小时会盯着
网站和志愿者群。

“看了太多悲哀和无奈，挺痛苦的”

2011年冬天，飞扬参与了
寻找福山失踪女孩儿窦傲雪的
工作。飞扬说，窦傲雪失踪的时
候只有12岁，父母也是通过报
警、贴寻人启事等方式一直寻
找。飞扬和烟台的志愿者一起，

利用了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
源，在烟台本地和各县市地毯
式张贴寻人启事，联合烟台本
地的媒体朋友和济南的省级媒
体朋友一起去窦傲雪家进行探
访。在宝贝回家和各媒体的宣

传下，也有私家侦探主动找到
“宝贝回家”，一起参与寻找失
踪女孩儿。

记者本以为这是一次成功
寻人经历，没想到飞扬告诉记
者，窦傲雪至今都没有找到，

“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一直在关
注，但没有什么线索。飞扬说，
虽然成功时候心中充满喜悦和
欣慰，但成功是很不容易的，

“看了太多悲哀和无奈，也挺痛
苦的”。

人人少少时时，，一一晚晚上上只只有有一一两两桌桌客客人人
天气转凉，“love慧慧”烧烤摊生意渐冷，义工计划帮着“搬家”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孙
淑玉 ) 招远32岁的董金侠坚
持靠自己开烧烤摊挣钱，为4岁
患白血病的女儿赢得更多生
命的时间。近日，本报连续报
道后，董金侠的自强打动了很
多人。天气渐凉，烧烤摊的生
意大不如前，日前，“招远贴
吧”的热心网友捐出了一台烤
箱，中秋节前让董金侠能加紧
赶制出一批烤鸡，为慧慧募集
更多治疗费。烧烤摊生意渐
冷，义工正谋划帮着“搬家”。

9日记者获悉，随着天气变
凉，“love慧慧”烧烤摊前的生意
已远不如从前，每晚9点左右就
收摊了，人少时，一晚仅有一到
两桌客人。偶尔有客人来点菜，
也会要求挪到临时存放物品的
储存间内烤制或直接带走。

为帮慧慧筹集更多治疗
费，日前，“招远贴吧”内热心
网友捐出一台烤箱，方便董金
侠赶在中秋前夕烤制一批烤

鸡。由于烤箱有故障，这两天
正在加紧抢修，修理完毕即可
投入使用。“能凑多少是多少，
都是大家的心意。”看着女儿
的身体情况一天天好转，董金
侠的眼里也多了些色彩，烧烤
间隙还会抽空研究烤鸡的风
味。

“这两天正商量把烧烤摊
搬到屋里或干脆换个地方。”
网名为“跑忘”的招远八方义
工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天气
变凉，烧烤摊的生意受了不少
影响，群友们商量要帮烧烤摊
搬到屋内或干脆重新盘个门
店。为此，曾做过厨师的董金
侠也正加紧练习厨艺，为烧烤
摊接下来的转型做准备。

“天冷了，孩子住的地方
也是问题。”有义工担心，慧慧
一家现在的住处不利于孩子
接下来的治疗，给慧慧一家找
到合适又便宜的住处也被提
上日程。

董金侠的自强救女行为
感动了很多人。在得知慧慧一
家的情况后，招远一家酒店的
总经理史女士承诺，在慧慧康
复之前每月捐出1000元钱帮助
孩子治疗，而本月的1000元善
款已到账。

目前，慧慧后期治疗费用
仍有不小的缺口，如您愿意助
力小慧慧治疗，也可登录本报
淘宝网店认购烧烤爱心券。网
址：http://qlwbjryt.taobao.com/
index.htm?spm=2013 . 1 .w5002-
107817873 . 2 . 5BigOW。

赶织21件毛衣

送给山区孩子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孙淑玉)

日前，本报联合微爱-招远八方义工
开展了为四川大凉山区的贫困家庭
募集旧衣物的活动，近一个月以来，
热心市民纷纷响应，外地网友也通过
邮寄献出爱心。9日，记者获悉，为给
大凉山区的孩子和家庭更多温暖的
祝福，热心市民还特意赶织出一批新
毛衣，为孩子们提前储备好过冬衣
物。

在这个很多人叫喊着减肥的时
代，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还有成千上
万的儿童饭吃不饱、穿不暖。在烟台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始终关注着大山
那边的情况，会定期为那边的老人、
孩子送去衣物、学习用品，他们就是
微爱-招远八方义工，这个长期的活
动被称为“衣加衣温暖行动”。

尽管第二季征集衣物活动已
结束，但仍有不少市民陆续致电本
报，想为山区的贫困家庭和孩子献
出爱心。预约送玩具、图书和衣物
的市民都不在少数。不仅如此，招
远市的一些爱心市民还购置了毛
线，亲手为大凉山区的孩子们赶织
了21件毛衣，他们想用自己的双手
为大凉山区的孩子们送去更多温
暖。这些毛衣将跟随本报的捐衣活
动发往山区。

据悉，第二季捐衣活动共为大凉
山区的孩子们募集了20多立方米的
衣物，近期将统一发出。考虑到山区
需要，本报将联合微爱-招远八方义
工长期为山区的贫困家庭募集衣物。
每半个月或一个月将统一把募集来
的衣物送到招远，和义工们募集来的
衣物一起发往山区。如果您还想为大
凉山区的贫困家庭和孩子们做点什
么，可随时关注本报的后续报道。

此外，本期活动还长期征集爱
心车辆，如果您有车，又愿意为山
区的贫困家庭做点什么，赶紧加入
我 们 的 爱 心 车 队 吧 。联 系 电 话 ：
15264520357。

公益直通车
烟台正能量 齐鲁是一家

见习记者 田甜

飞扬(化名)是烟台韩
国城一家服装店的小老
板，同时是一名9岁孩子的
母亲，除了这些身份外，她
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以
下简称“宝贝回家”)的一
名志愿者。成为志愿者两
年时间，飞扬每天至少4小
时盯着电脑。

看完寻亲节目

老公鼓励她做公益

飞扬告诉记者，她成为志
愿者是在两年前。“当时老公在
电视上看一档寻亲节目，看到
家属与失踪的亲人久别重逢的
场面很感人，老公又在电视上
看到了‘宝贝回家’这个组织，
他鼓励我参加进来。”

飞扬开始了解“宝贝回家”
这个群体。这个志愿者协会是
全国性关爱儿童的民间志愿者
组织，是具有法人资格的非营
利社会公益团体。“宝贝回家”
建立了《宝贝回家寻子网》，为
走失孩子的家庭和想要寻找亲

人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可以登记
信息的平台。

飞扬说，当时看到年满25岁
的爱心人士都可以加入到“宝贝
回家”这个团体中，而自己经营
服装店时间比较充裕，正好可以
参与这份公益的事业。

缘起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线下活动引起了广泛关注。
志愿者供图

担心慧慧现在的住处不利于接下来的治疗，义工们还打算帮
慧慧换个“家”（资料片）。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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