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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7日讯 (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穆敏 ) 日
前，齐鲁晚报烟台慈善义工管
理中心联合烟台宝来利来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发起“爱心黄手
环 ,点亮回家路”大型公益活
动，受到市民热捧。距离本次报
名截止日期仅剩4天。三家老年
公寓搭上“末班车”，再为200多
位老人报名申领黄手环。此外，
关爱老年痴呆症的爱心衣物启
动报名，如有需要也可致电来
领取。

“我们想给现在在院的老
人报名申领，可以吗？”27日上
午，莱山社会福利中心的工作

人员致电本报“公益热线”想为
191位老人申领黄手环。此前，
烟台福茂老奶奶服务中心和金
色家园老年公寓的负责人也先
后致电本报，想为有需要的10

名老人申领黄手环。距离本次
黄手环申领截止日期仅剩4天，
老年公寓搭乘“末班车”报名的
同时，市民也纷纷抢在最后时
间内为家中老人报名，陆续有
近30位市民报名。

本次爱心黄手环赞助方烟
台宝来利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晓明追加捐赠爱心外
套或背心，如有需要请在报名
时单独备注老人姓名、性别、身

高、地址及家人联系方式。后期
将根据老人实际需要，陆续展
开关怀活动。

“给老人认领衣服，需要
提供哪些信息？”27日首位申
领衣服的热心市民致电咨询。
由于部分老人不喜欢配饰的
束缚，本报后期将联合企业定
制衣物，如有需要也请尽早报
名。

目前，10月5日前申领的黄
手环已寄到本报，已申领的市
民可到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
大厦(烟台市图书馆附近，可乘
10路、82路、59路公交车到图书
馆站点下车，或乘7路、1路、3

路、51路公交车等在海滨小区
下车，向北步行300米左右)领
取手环。

此外，本报还开设关注老
年痴呆症QQ群(192209589)长
期关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如
您家有老人或您想为这类老
人献出自己的爱心，也请加入
我们。

如果您身边有这样容易走
失的老人，可与我们联系，将老
人姓名、联系方式、地址编辑短
信 发 送 至 1 5 2 6 4 5 2 0 3 5 7 或
18754591513。如果您愿意为这
些老人做点什么，也可致电联
系我们。

三三家家老老年年公公寓寓搭搭黄黄手手环环““末末班班车车””
为200多位老人报名申领黄手环，报名倒计时仅剩4天

本报10月27日讯(记者 王永
军) “也不知道当年的老班长现
在在哪？”曲阜市民张虎告诉记
者，1993年他在福建龙海当兵，当
时的新兵班长曲少海是烟台人。
两个人成了好朋友，不过后来失
去了联系。

张虎说，他1993年入伍，当时被
分到了福建龙海镇海驻军某部队。
新兵班长曲少海是山东莱州人，因
为这层老乡的缘故，两个人也格外
亲近一些。张虎说，他当时只有18

岁，又是第一次离开家，所以有的
时候会想家。这个时候，曲少海给
过他不少鼓励，同时教给他很多经
验，这点让他很是感激。在部队的
时间过得也很快，1994年，曲少海到
了服役年限，离开部队，回到莱州
老家。张虎说，两个人慢慢就失去
了联系。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通
讯还不是很发达。当时保存的地址
也因为时间久远而遗失了。

1998年，张虎从部队退伍，回
到了曲阜。张虎说，转眼间两个人
失去联系已经20年时间了，这些年
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找。张虎说，
时间过去越久，当年的回忆不断
涌现，想找到曲少海好好聊聊。如
果你认识曲少海，请和本报寻亲
热线6610123联系。

本报10月27日讯(记者 孙淑
玉 实习生 穆敏 ) 20日，63岁
的张承叙在牟平区西关附近走
失，家人找了一周也没有消息。家
人求助本报希望热心人能提供线
索，助老人早日回家。

今年63岁的张承叙，操着一口
乳山口音，因面相老成看上去像70

多岁。儿子张先生说，此前家人把
老人从威海乳山接到牟平小住，
可是老人想念乳山老家总是想回
去，于是趁家人都不在家的时候，
老人独自一人出门，想自己坐车
回老家。因为老人神智有点不清，
出去后找不到路乱走就走丢了。

“之前走失过一次，后来在福山找
到了。”张先生说，因为走失过一
次，家人就在老人的上衣口袋里
放了一张纸条，上面有家庭住址
和家人的联系方式。

据张先生介绍，老人身高1 . 65

米，走失当天上身穿了一件棕色
的夹克外套，下身穿深色裤子，头
上戴着鸭舌帽，脚穿一双棕色的
皮鞋，老人身材非常瘦弱，看上去
像营养不良，“他年轻时脸上做过
手术，现在脸两边有不是太明显
的疤痕。”张先生说。

如果您看到老人，有老人
的消息，请赶紧联系他的儿子
张先生 1 8 6 1 5 9 7 2 0 3 6，或是女儿
张女士 1 5 0 6 5 7 5 6 5 0 3，也可拨打
本报热线 6 8 7 9 0 6 0，帮助张承叙
老人顺利回家。

太想念当年老班长

退伍老兵执着寻找

六旬老人不慎走失

家人苦寻一周无果

公公益益寻寻亲亲电电话话：：6666110011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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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万达,点亮烟台！10月
25日 ,烟台万达广场亮灯盛典
耀世开启，烟台首座国际级城
市综合体点亮港城，当晚，近
千港城市民共同见证！亮灯盛
典作为万达广场开业前的重
要节点，不仅标志着烟台万达
广场距离竣工更进一步，更意
味着万达广场开业的脚步越
来越近。

万达广场完美绽放

震撼场景超乎想象

活动当晚，现场气氛极为
热烈。在现场百余名来宾的共
同见证下，烟台万达广场亮灯
盛典璀璨开启，烟台万达广场
灯光闪耀，大商业、五星级酒
店、商务写字楼、室外步行街
组成的灯光美轮美奂，撼人眼
球。五彩的LED灯与超大型屏
幕绚丽缤纷，各种图案交织相
汇给烟台的夜晚添加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同时，这也预示
着烟台万达广场为盛大开业

做好了准备，万达广场繁华盛
景即将上演。随后，流行乐坛
实力巨星周晓鸥登台献唱，在
一首首经典而又熟悉的歌曲
下，现场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激
动人心的合唱景象，将现场气
氛推向了高潮，为港城市民奉
上一场不同凡响的视听盛宴。

万达广场进入冲刺阶段

港城繁华即将呈现

伴随着烟台万达广场盛
大开业脚步的临近，万达广场
已经全面进入冲刺阶段。目
前，万达百货、万达院线、大歌
星、大玩家等主力店已全数进
驻。此外，万达广场还汇聚了
H&M、ZARA、天梭、麦当劳、
屈臣氏、肯德基、马克华菲、奥
本健身等数十个包含各种业
态的国际知名品牌，其中不少
品牌都是首次进驻烟台。在这
里，不仅可以充分体验与世界
同步的繁华时尚，更能最大程
度满足消费者对购物、餐饮、

文化、娱乐、休闲、商务及居住
等服务的全方位、多元化需
求。万达广场这座繁华的接轨
国际的24小时不夜城定将为
烟台带来超越想象的精彩。

万达百店同庆惠誉中国

3重豪礼等你拿

10月31日，第100座万达广
场——— 昆明万达广场即将盛
大开业，万达广场即将进入

“百店时代”。万达百店同庆惠
誉中国，金秋购房盛典耀世启
幕！更有购房特惠礼、百店同
庆礼、幸运抽奖礼3重豪礼等
你拿！

盛盛世世万万达达，，启启幕幕烟烟台台不不眠眠之之夜夜
10月25日万达亮灯盛典耀世开启，国际级城市综合体点亮烟台

本报10月27日讯 (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穆敏 ) 为
白血病女孩杨娜筹款义卖相
识，想在更大范围内安老、助
医、救孤、济贫，10月26日招远
贴吧网友联合爱心人士成立
招远市阳光公益志愿者联合
会，愿以己之力呼吁更多人参
与公益，关注弱势群体。

26日上午，经过一段时间
的筹备，招远阳光公益志愿者
联合会成立大会顺利举办，首
批共有56名市民加入，大家齐
聚一堂商量今后的公益走向。

据悉，招远阳光志愿者联
合会于10月21日获得招远市民
政局批文，同意成立。其主要
理事会成员均为此前为白血

病女孩杨娜筹款义卖的招远
贴吧吧友及爱心人士。

因共同帮助杨娜渡过难
关结缘，希望能在更大程度上
集合更多民间力量关注弱势
群体，“如风”、“顶片叶子”等
人在朋友圈内发起爱心倡议，
呼吁建立正规公益组织，用组
织形式固定帮扶对象，并用章

程约束团队成员的公益行为，
争取为更多弱势群体提供帮
助。

据悉，招远阳光公益志愿
者联合会以“安老、助医、救
孤、济贫”为宗旨，愿集合更多
爱心力量为弱势群体提供帮
助，如您想参与其中也可报
名，联系电话：15553556622。

招招远远阳阳光光公公益益志志愿愿者者联联合合会会成成立立
因帮助白血病女孩杨娜结缘，56名志愿者首批加入

“Hi！”27日下午2点30分，
志愿者张先生和三名外教丽
莎、本、德班得一起来到儿童
福利院，为孩子们带来欢乐的

“英语知识之旅”。
据悉，这三名“洋老师”是

托马斯老师回英国后，张先生
又联系的外教老师，这三名

“洋老师”都是首次来到福利
院看望孩子。张先生和三名

“洋老师”希望与福利院开展
长期的联系，能够给孩子们带
来不一样的视野。

本报记者 张倩倩 摄
影报道

福福利利院院来来了了
““洋洋老老师师””

25日晚，万达广场亮灯仪式在万达广场前举行，周晓鸥等歌
星现场助阵。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张承叙近照。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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