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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爱心心笔笔会会点点亮亮白白血血病病患患儿儿希希望望
滨州12位书画家接力献爱心，为了不凋的花朵

◆12位书画家参与爱心笔会

7月28日，本报报道了滨
州市沾化区下洼镇毛一村的
刘建源偶然之间被查出得了
白血病，父母为了给儿子看
病，卖房、卖地，40万元的医药
费让刘建源一家人陷入窘迫，
让6岁的小建源的画家梦变得
苍白。在报道后不到一周的时
间里，刘建源不断地收到了社
会爱心人士送来的温暖。

7月31日，由本报发起的
“为了不凋的花朵——— 捐助小
画家刘建源爱心笔会”举行，得
到了赵先闻、张志斌、周克宏、
陈杰、张元斌、冯岩、李庆海、李
凯、程晓敏、王建华、薛立厚、魏
梅峰12位书画家积极参与。他
们现场挥毫泼墨，一幅幅山水、
花鸟、书法作品呈现在眼前。

“这幅八尺《春色满园》是

我们12位书画家共同创作的，
春天里万物复苏、朝气蓬勃，
同样也代表着希望。我们也希
望小建源能够尽快的康复。”
滨州市美协主席张志斌说，参
加本次活动是书画家义不容
辞的责任、画家如果能用自己
手中的画笔挽救孩子的生命
也是一种社会价值的体现。

“今天我们抱着共同拯救
孩子的心愿，拿起手中的画笔
来支援救助有着画家梦的孩
子。这12位书画家是滨州书画
界的代表，充分体现了滨州书
画家关注社会民生，爱心救助
的慈善心。”滨州画院院长赵
先闻说，他更希望有更很多的
人加入到这份爱心行动中来，
只有人们互帮互助，才会有希
望。“我也希望小建源能够坚

强的与病魔作斗争，尽快康
复、早点重返校园。将来不辜
负社会、不要放弃画画，将来
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画家。”

“早就听说这件事情，但
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帮
助他。通过爱心笔会希望我们
的作品能够帮助到孩子，哪怕
是一点也就值得了。”滨州市
书协副主席陈杰说，接到这次
爱心笔会的通知，他想都没想
就一口答应。

虽然天气炎热，但大家的
爱心更火热，经过一上午的爱
心笔会创作，12位书画家共创
作画作30余幅，合作八尺巨幅

《春色满园》。他们在笔会上创
作的所有作品资金将捐助给
刘建源，帮助这位有着画家梦
想的孩子。

滨州市沾化区下洼镇毛
一村白血病刘建源的未来画
家梦事迹报道后，引起众多
社会爱心人士的关注与援
助，更是有滨州市赵先闻、张
志斌、陈杰等爱心艺术家的
关心和资助。7月31日，“为了
不凋的花朵——— 捐助小画家
刘建源爱心笔会”在滨州市
交警支队开发区区大队举
行，滨州12位爱心书画家爱心
参与，诗人长征现场朗诵专
门为刘建源创作的诗歌《画
下回家的路》，并收到爱心人
士捐款3700元。

文/片 本报记者 郗运红

◆诗人长征作诗鼓劲加油

在繁忙的爱心笔会现场，
滨州市著名诗人长征，为6岁
的小建源专门创作了一首诗
歌《画下回家的路》，并现场朗
诵了这首诗歌。他声情并茂地
朗读，让在场的人们心灵震
撼，感动。

“听到小建源的事情让人
很心痛，孩子都是父母心尖上
的宝贝，这个孩子跟我的小孩
一般大，推己及人他的父母一
定也很难过。他的事情触动了
我的心，写这首诗歌，我根本
就不用想，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句子。”王长征说。

王长征说，孟子曰：“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
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
心——— 非所以交于孺子父母

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
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从内
心发出的救人想法这是至善，
是最光明的力量。我们也要带
着这样的心去做、去帮助这个
孩子，我们应该发自内心的去
帮助他保护他爱他，而无他
求，期盼生命的奇迹如彩虹出
现。”王长征说。

希望可以唤起更多人们
的爱心，让更多的人参与进
来，争取挽救他的生命，让他
回到以前健健康康的样子，生
命像花朵一样盛开，从新完成
自己的梦想。王长征对刘建源
说：“希望孩子等你病好了，回
到自己的家，再去看蝴蝶环绕
的枣林，让童年茁壮成长。也
希望你可以记住这些曾经帮

助你的人，报效祖国、回报社
会、孝敬父母。”

除了诗歌、画作的暖人
善举，在笔会现场还收到了社
会爱心人士的善款共3700元，
整个爱心笔会爱心暖暖。

如果你也想帮助这位有
着画家梦想的可爱孩子，尽自
己的微薄之力帮助孩子，拯救
孩子的生命、拯救孩子的梦
想！可电话联系孩子的父亲刘
景堂。

账户名：刘景堂 联系电
话：1 8 6 6 3 0 9 6 8 1 0 账号：
6212261613002831476

开户地址：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沾化支行富国
分理处

孩子在另外一个地方很久了
你说要回家
你躺在小小的病床上
秧苗一样的小手还在画画
很多很多的画挤在一起
一根穿刺的针头
让它们在惊恐中战栗
在这些画里
有一条眼睛一样的小船
停靠在纸的边缘
夜里妈妈的眼泪汇成河
叫小船启航
向着家的方向
你们的家呵
离这大医院很远很远
那里有八亩蝴蝶环绕的冬枣林
为了给你治病
其中已有两亩被爸爸卖掉了
可那些树还是原地不动
等你回来
好像从来没被出卖
在这些画里
有一台挖掘机在向前挺进
向病痛折磨的小身体
不停的挖掘
挖呀挖
挖着挖着粗大的病根
被挖出来了
挖着挖着生命的泉水涌了上来
在多少人的祈祷声里
你要咬紧小小的牙关
你的心坐在了那条小船上
沿着妈妈的泪水
划到大雁飞过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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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征

画下回家的路
——— 写绐病中的孩子刘建源

司司机机凌凌晨晨车车后后22里里处处离离奇奇死死亡亡
事发205国道原无棣收费站处，亲属急寻目击者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杜雅
楠) 7月30日凌晨无棣县老收
费站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拉运瓷砖的货车停在路
边，两名货车司机中的田师傅
凌晨交班后就一直在后座睡
觉，另一名司机张师傅却被发
现在汽车后方约2里外头部重
伤死亡。目前死者张师傅家属
正在寻找知情者，希望能提供
肇事车辆有关信息。

死者亲属王女士介绍，张
师傅是一名大车司机，给河北

青县的一个老板开大车。“我们
是30日接到了那个田师傅打到
村里的电话，才知道发生了交
通事故。”王女士根据田师傅提
供的信息介绍，29日晚，两人拉
着一货车瓷砖经过无棣县境
内，由于长途开车是两名司机
轮班，30日凌晨0点，田师傅交
班后便到后座睡觉，直到第二
天早上6点半左右醒来，发现车
停在205国道无棣老收费站附
近路边，车门关着，汽车还没熄
火，车灯也开着，但是张师傅却

不在车上。随后田师傅下车寻
找张师傅，在货车行驶反方向2
-3里远的一家皮革厂门前发现
了警车和张师傅的尸体。“那个
田师傅说自己交班后就睡着
了，没有听到什么响声，也没有
感受到剧烈的撞击，而且汽车
上也没有什么损毁的地方。”

据目击者介绍，30日上午6
点半左右，皮革厂门前就有人
发现了死亡司机的尸体，张师
傅驾驶的汽车停在205国道原
收费站附近的路北边，而张师

傅躺在汽车后方2余里处路北，
后脑左侧受伤大量出血，周围
没有明显血迹。张师傅没有穿
上衣，裤子上有较大磨损。

王女士介绍，张师傅今年
48岁，是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
人，家中还有妻儿，妻子得知消
息后已经几天没有睡觉，神情
恍惚。张师傅的亲属希望能尽
快找到目击者提供事故的线
索 ，如 有 线 索 可 联 系
15633275536(王女士)。

12位书画家共同创作《春
色满园》。

妻子坚信诈骗短信
丈夫无奈报警帮忙

本报8月2日讯 (通讯员 郭
海涛 董士达 记者 王晓霜 )

7月31日，惠民县李庄镇一妇女
接到了显示为“10086”发来的一
条短信。她认为该短信为真并打
算按短信提示登录相关链接，她
的丈夫则认为该短信是诈骗短
信。为此，两人争执不下。无奈之
时，丈夫只得给李庄派出所的民
警打电话求助。民警赶到后查看
了短信内容，判定短信为假。接收
短信的妇女还是不信。为了化解
夫妻二人的矛盾，防止该妇女上
当受骗，民警通过网络查询到关
于假10086诈骗短信的实例，该妇
女才恍然大悟。

据了解，该妇女收到的短信
内容是：尊敬的用户，您当前积分
已满足兑换297 . 50元现金礼包，请
登录移动商城：xxx10086dkb.com按
提示安装客户端领取。民警查询
过程中，发现一案例中的短信与
之极为相似：浙江市民钱先生不
久前收到一条显示为“10086”的号
码发来的信息———“你的手机积
分可以换取270元钱,可以上网提
现”。短信也附有网址链接。钱先
生点进去之后觉得页面很正规,就
按提示输入了姓名、电话、农业银
行卡号和密码,但提交之后就再无
音信了。钱先生感觉不对，就去农
业银行查询,发现卡里的7948元已
全部被提走。

民警了解到，利用手机和移
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的漏洞 ,盗取
用户信息乃至获利的案件 ,其手
法在不断翻新。比如,在高考结束
后的一段时期 ,多地考生及家长
收到了包含“高考查分APP”的短
信链接。很多这类APP实际就是
一个木马 ,只要用户点击下载安
装 ,它就会在手机后台“安营扎
寨”,手机持有人在手机上的操作
几乎一览无余,短信验证通知、银
行卡密码、支付宝密码等都有可
能被窃取。

借此案例，民警提醒广大手机
用户切勿轻信各类送现金送礼品
的短信或电话更不要盲目按其要
求登录相关链接，以免上当受骗。

醉酒驾车狂走“S”
连撞两人逃逸未遂

本报8月2日讯 (通讯员 孙
风雪 记者 杜雅楠) 7月28日
下午，一辆宝骏牌轿车在205国道
由东向西超速行驶，在无棣县原
收费站东和无棣县贝瓷厂门口连
撞两人后冲进一片绿化带，倒车
逃逸不成，最终被民警制服。

7月28日17时左右，无棣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
有一辆宝骏牌轿车在205国道由
东向西超速行驶，至无棣县原收
费站东撞伤一名骑电动车的老人
后逃逸，行至贝瓷厂门口又撞伤
一名骑电动车的女性。

执勤民警张贵佐介绍，接到报
警电话后，自己和四名协警迅速赶
到贝瓷厂门口，发现肇事车辆冲破
公路的中间护栏开入了绿化带中，
司机正试图将车倒出。此时围观群
众已有人拨打了120，救护车也已
赶到。张贵佐与两名协警将驾车司
机制伏，另外两名协警则协助医护
人员将受伤女性抬上救护车，并迅
速赶到原收费站，对已陷入昏迷的
受伤老人进行抢救。

据目击群众称，肇事车辆在
205国道由东向西呈S形疯狂行
驶，在连撞两人后撞进绿化带，并
多次将车倒出试图再次逃逸。

经民警调查查发现，该轿车
的车牌号进行了遮挡，用数字5遮
挡了尾号3。司机郑某在开车前喝
过酒，经酒精检测，其血液酒精含
量为247 . 8mg/ml，属醉驾。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处理过程中。

救助白血病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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