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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人人送送来来近近万万元元 全全都都没没留留姓姓名名
患癌的刘畅夫妇重燃信心，昨天赶往上海治疗

25日上午，由山东体育局、山
东省体育总会主办，山东大安建业
开发集团协办的大安·绿视界杯

“山东省机器人运动积分联赛”在
大安小学(泰安师范学校附属学校
分校)精彩启幕，素质体育机器人
运动人才培训基地也在此揭牌。

上午8点半，大安小学里已是
热闹非凡，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比
赛正式拉开序幕。机器人展演、无
人机、马球等项目随之展开，来自
大安小学、泰师附小等学校的数
百名学生参加了此次机器人运动
积分联赛，选手们在赛场上进行
了激烈的角逐，这边，几位选手在
一堆塑料积木中挑选配件，搭建
出自己心目中机器人的样子。那
边，几个小朋友正在足球赛场上

驾驶遥控赛车，一场激烈的足球
争霸赛火热上演。

据了解，本次赛事根据年龄
分为幼年组和少年组，比赛项目
设有“我爱我家”、“未来交通工
具”、“障碍赛”、“足球争霸”等等，
丰富多彩的比赛项目对提高广大
青少年科技水平、文化水平，增强
青少年动手动脑能力和综合素质
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下午
四点，各比赛项目冠亚季军均已
诞生，颁奖典礼隆重举行，相关领
导为各获奖选手颁发了奖牌、证
书以及丰厚的奖品，至此，大安·
绿视界杯“山东省机器人运动积
分联赛”圆满成功。

作为本次大赛的冠名单位，

大安集团董事长高建喜先生更是
亲临机器人比赛现场，观摩比赛
并对此次比赛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了解，大安集团一直热心社会
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弥补该片区
优质品牌教育的空白，与武汉小
太阳幼教集团签约成立小太阳·
绿视界国际园，同时与泰安师范
附属学校强强联合，成立大安小
学，让业主子女足不出户尽享8年
一站式教育。本次活动是大安集
团继9月份大安小学开学后，再一
次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活动。

矗立在泰城城东的大安·绿
视界项目是由本土品牌开发公司
大安集团投资开发建设，耗资3000

万重金打造的巴厘岛风情景观园
林大宅，项目南侧直面东岳大街，

西侧紧邻冯家庄立交桥，便捷的
城市纽带成为了大安·绿视界的
领域专属；随着小太阳·绿视界国
际幼儿园以及大安小学的入驻，

其独特的区位优势、绝无仅有的
人文环境，成为泰安真正意义上
的“学居房”。

(杨思华)

运运动动炫炫科科技技 智智慧慧赢赢未未来来
——— 大安·绿视界杯“山东省机器人运动积分联赛”精彩启幕

张广安卧病在床
仍忙扶贫助残

本报泰安10月26日讯 (见
习记者 胡阳) 24日下午，市
残联理事长吕乃文和市政府
特邀咨询张庆明到医院看望
张广安。卧病在床的情义哥，
仍不忘公益事业，近期正打算
推动一项扶贫助残项目促进
再就业。

24日，泰安市残联理事长吕
乃文到中心医院肿瘤外科病房
看望张广安，市政府特邀咨询张
庆明也将1万元善款交至张广安
手中，希望他安心养病，好起来
后继续为泰安的公益事业做贡
献。24日下午，记者在病房看到
张广安时，他正在和协会工作人
员商量扶贫项目方案。“这个项

目可以让下岗职工和残疾人士，
获得更多在就业机会。”张广安
说，打算通过残疾人创业、部分
营业收入投入公益事业，再去帮
助有需要的人，形成盈利公益两
不误的局面，最主要的是能让贫
困或残疾的人有稳定的经济收
入。

情义哥在微信朋友圈里
说，“看望我的朋友千万别再
带鲜花来医院了，因为个别病
人对花粉过敏。”

记者从医生那得知，张广
安现在肿瘤肿大导致声音沙
哑、呼吸困难，很难说话，为了
保证各项检查指标的准确，他
需要好好休息。

捡到现金万余元
特困士官还失主

本报泰安10月26日讯 (记
者 赵兴超 通讯员 王平
马亮) 22日，驻泰某部队士官
陈哲阳捡到一个装有一万多元
现金及首饰、银行卡的钱包，主
动联系交还失主。23日上午，失
主领回财务，对拾金不昧的部
队官兵一再表示感谢。

23日上午，河南郑州某销
售公司职员陈小帅，把一面写
有“拾金不昧、品德高尚”的锦
旗，送到了驻泰某部领导手中，
感谢该部士官陈哲阳拾金不
昧。22日下午陈哲阳请假去银
行，给正在住院的母亲汇款。下
午5点多，从银行汇完款后准备
离开时，陈哲阳在银行外花坛
捡到一个挎包。打开一看，包内
有一部手机、1万多元现金，还
有6张银行卡和信用卡，以及一
些首饰和票据证件等财物。当
时马上天黑，陈哲阳在路边等
了半个多小时，也没等来失主，
包内的手机早已停电关机。但
因部队规定，陈哲阳必须赶回。

回到部队后，他把物品全部交
到政治部门，并给失主手机充
电开机。晚上9点，失主打来电
话，经过确认失主为河南郑州
某销售公司职员陈小帅。

原来，陈小帅和女友来爬
泰山，到银行取钱把包忘记在
银行边的花坛里。开车返回河
南时，半路才发现包丢失了，此
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打过电话
时手机已关机。到了晚上9点，
陈小帅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再次
拨打电话时，电话却接通了。

意外找回失物的陈小帅非
常激动，一个劲说感谢人民子
弟兵拾金不昧。陈小帅当场拿
出3000元现金表示感谢，被陈
哲阳婉言谢绝。据部队领导介
绍，陈哲阳家在河南太康农村，
家中经济情况不好，是部队的
特困士官。事后，曾借钱给陈哲
阳的战友问他，有没有考虑昧
下这些钱用来还账。陈哲阳笑
着说“虽然家里没钱，但昧着良
心的钱咱一分也不能要！”

本报泰安10月26日讯 (记
者 赵兴超) 23日，本报曾以

《下岗夫妻相隔十天都查出癌
症》报道泰城居民刘畅和孙海
燕夫妻，相隔十天时间相继查
出患有肝癌和甲状腺癌，夫妻
二人患难与共，妻子省下治疗
费为丈夫治病，丈夫不舍得花
钱坚持到疼晕才住院。报道后，
三天时间就有多位爱心人到医
院捐款，总计一万元左右。两人
26日去上海，为刘畅寻找排除
胆汁治疗方案。

“我们全家都没想到在这
个紧要关头，能有这么多好心
人帮忙，谢谢大家！”26日，年逾
七旬的孙海燕父亲孙兆成，老
泪纵横对不留名的好心人发自
内心说出了感谢。从23日当天

本报报道了刘畅孙海燕夫妇同
时患癌的困难后，当天就有三
位陌生的爱心人士来到泰安市
中医院肝病科98床，给两个人
带去鼓励和爱心。

孙兆成说，最近三天以来，
总共有九位不认识的社会爱心
人士到病房看女儿和女婿，给
他们带来的捐款也接近一万
元，其中有一部分是上了年纪
的人，甚至还有爱心人比他们
老两口年纪还大。“大家来了就
鼓励刘畅和孙海燕，话虽然不
多，但给他们的鼓励特别大。”
孙兆成说，这几天在爱人人士
的鼓励下，女儿和女婿精神状
态好了很多。

26日上午，刘畅和孙海燕
坐车前往上海东方红肝胆医

院，想先寻找解决刘畅黄疸的
治疗方案。刘畅的黄疸越来越
严重，介入治疗后还是疼痛难
忍没法说话。孙海燕说，因为好
心人的鼓励和捐款，他们又有
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最
终能有什么结果也不考虑了，
一定会坚持走下去。

刘畅家人告诉记者，孙海
燕原来的同事、朋友，在得知后
也筹集了一些善款。这三天给
两人捐款的爱心人士全都不留
姓名，不论不惑之年的孙兆成
夫妇怎么问，好心人都没有留
名和电话，“我们全家谢谢好心
人们了！”孙兆成代表全家说。
如果您想帮一把这个困难的家
庭 ，可 联 系 刘 畅 夫 妇 ，电 话
15194376267，15163813522。

本报泰安10月26日讯 (见
习记者 邓金易 ) 25日，“爱
在金秋”公益集市活动在泰山
广场圆满举行，合计捐赠善款
10259 . 90元。善款中5000元将捐
赠给患白血病的李骞，其余用
于援建农村小图书阅览室。

25日上午8时，泰城各学校
的学生就带着书本、文具、玩具
食品，聚集在泰山广场参加“爱
在金秋”公益集市。一个个小

“地摊”前，有的孩子卖力地叫
卖，有的则害羞地盯着来往的
人流，盼望光顾。

来自岳峰小学的李明芮小
朋友到10点钟就卖了61元钱。
她说，自己有独特的窍门。“如
果来我这买东西超过两个以
上，我就可以给算得便宜一
点。”说到自己来参加这次活动
的初衷，李明芮说，虽然她年纪
小，但是来参加公益集市不仅
能锻炼自己还能帮到别人。

来自粥店中学的赵微和杨
欣如平时就一直关注各类报
刊，她们说，一在报纸上看到公
益集市的活动，她们就报名参
加了。“周六在家做完作业也没
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但是来参
加公益集市活动，能帮助一些
贫困地区的学生，让他们能看
到更多书，学到更多知识。这也
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我们觉
得很自豪。”

带着孩子来参加集市的王
女士说，她觉得这样的活动很
有意义。“确实能在集市上买到
孩子这个年纪需要的书啊本子
之类的，再一个这个钱花得很
值，因为我花的钱是要捐献出
去的。也想让小孩在小时候就
树立这种有爱心的观念。”张先
生则是跟女朋友一起来的，“平
时都是到处去玩，这次来参加
爱心集市，不仅逛了玩了，而且
切身体会到‘赠人玫瑰，手留余

香’。”
在当天的活动中，还进行

了2014“爱在金秋”公益集市的
启幕仪式，公益集市由中华少
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泰山
小荷公益联合主办。在仪式上，
也为各个爱心商家和单位颁发
了奖状。这些爱心商家和单位
都为泰城的慈善事业做出了自
己的努力。颁奖结束后，来自仓
库路小学等学校的小朋友还为
大家献上了精彩的表演。有的
边唱边跳，有的则声情并茂地
表演起了快板，有小女生说起
相声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也有
小男生铿锵有力地朗诵《我的
中国梦》，获得如潮掌声。

据悉，这次活动获得的善
款共10259 . 90元，其中的5000元
捐赠给患白血病的李骞，剩余
部分则将用于小荷公益“爱阅
读”图书项目部，援建村小图书
阅览室。

公公益益大大集集筹筹款款万万余余元元
一半捐给患白血病男孩李骞

张广安和协会工作人员商量扶贫项目方案。 本报见习记者 胡阳 摄

一排排井然有序的爱心“地摊”。 本报见习记者 邓金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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