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口气资助41个贫困生，他是谁？
神秘好心人低调做公益，每次都是通过QQ委托义工捐款捐物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本周六，昆嵛山

有场文艺表演

报名首日，15个孩子争当“小交警”
仅剩5个名额，报名电话:15264520357

3000元爱心款

送到心生元学校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孙
淑玉) 29日上午，学雷锋烟台
市爱心使者志愿服务队将走进
昆嵛山景区，为当地居民献上一
场丰富的文艺表演。下午，志愿
者们还将开展倡导保护河流山
川的系列活动。

29日上午，60名志愿者将走
进昆嵛山景区，为游客和当地居
民献上一场精彩的演出。据悉，
此次活动志愿者们精心准备了
近20个精彩节目。其中包括舞
蹈、男女声独唱、二胡独奏、歌伴
舞等表演形式。

此次慰问演出活动后，志愿
者还将开展倡导保护河流山川
的系列活动，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关爱自然，保护自然。

本报6月27日讯 (见习记者
张姗姗) 26日上午，烟台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两名工作人员，
来到莱山区心生元儿童成长培
训学校看望残障儿童，并送上
3000元爱心款。

据了解，心生元儿童成长培
训学校成立于2008年3月，是烟
台市残疾人联合会指定的定点
康复训练培训机构，主要承担残
疾儿童家长培训，自闭症、智障
等各类发育发展障碍儿童的康
复训练。

据心生元学校王校长介绍，
目前，学校在训儿童有100多名，
主要是自闭症和智障患儿。残障
儿童的康复需要系统性的培训，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是对
家庭还是学校来说都需要很大
投入。王校长说，2012年心生元
学校才实现正常的工资发放，之
前连教师工资的发放都是难题。

烟台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了解到心生元学校的情
况后，于26日上午来到学校看望
残障儿童，并送上3000元爱心捐
款。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孙
淑玉) 文明出行，关系每个人
的人身安全。暑假即将到来之
际，27日，本报联合平安社区义
工队启动了“小小交警来执勤”
活动。活动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
广泛关注，首日，15个名额已被
抢报完毕，本期还剩5个名额，如
想参加，抓紧时间报名吧！

每逢周末，在南大街和解放
路交叉路口，有这样一群人的身
影格外引人注意。他们身穿义工

服，跟随交警对过往行人进行疏
导，协助交警维持交通秩序，保
障市民文明出行，他们就是平安
社区的义工们。义工的言传身
教，引起孩子及家长的注意，不
少家长致电本报公益热线，希
望能有这样的活动带孩子参与
其中。

“我想给孩子报个名，让
孩子跟着感受下。”27日一早，
凤凰台小学张佳瑞的家长看到
活动倡议后，立即给孩子报了

名。随后，毓璜顶小学的栾兆
辉和宋佩瑶也一起报了名。

不仅如此，莱山区和福山
区的孩子也早早赶来报名。莱
山实验小学三年级八班的董文
宏想跟着家长一起体验交警工
作的艰辛，福山产业区中心小
学五年级三班的黄传欣也报了
名，要从福山过来参加活动，
只为亲身体验一把交通安全的
重要性。

报名参与“小小交警来执

勤”的孩子热情高涨，一天下来，
已有15个孩子抢报成功，本期活
动只剩下5个名额，想报名的抓
紧吧！

本次活动主要协助交警维
持交通秩序，倡导行人遵守交通
规则。在等待红灯的过程中，义
工还会带孩子们向行人宣传文
明出行知识。此外，本次活动还
诚邀交警一大队的民警现场指
导。如想参与其中，赶紧报名吧！

电话:15264520357。

5岁的玲玲家住福山区东
厅镇解字崖村，生下来就没有
右耳，仅有的一只耳朵听力也
有障碍。前期家人带她去福
山一家医院检查，得知只要2

万元手术费就可帮玲玲恢复
听力，但2万元的费用对于玲
玲贫困的家庭来说实在是拿
不出来。

今年1月，鼎丰助学服务
队义工戴红在走访中知道了

玲玲的情况，立即在群里号召
大伙为玲玲募集手术费。群友
的热烈讨论，引起了热心网友

“忙碌的蚂蚁”的注意。
随后，“忙碌的蚂蚁”通过

Q Q 找 到 群 主“ 鲁 冰 花 姐
姐”，称其愿意资助玲玲治
病，并很快汇来了 2万元善
款。

但义工带着玲玲来到
毓璜顶医院检查，却被告知

小姑娘的情况比较特殊，需
等到15-16岁之后才能进行
手术。无法直接资助小姑娘
手术，“忙碌的蚂蚁”在承担
了所有检查费用后，给玲玲
购齐了春夏秋冬多套衣物，
又委托义工给玲玲一家买
了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最
后考虑到玲玲一家的生活
情况，还特意留了2800元钱
给玲玲上学用。

“蚂蚁”现身

独耳女孩的手术费

他说全包了

在为小玲玲做了所有能
做的事之后，善款还剩下1 . 5

万元。义工想将剩下的善款
退给“忙碌的蚂蚁”时，他留
下一句“给其他需要帮助的
人吧”之后，就再没上线。

今年3月，公益群里公布
了两条信息：

莱 州 1 1 岁 的 小 文 ( 化
名），父母因车祸双亡后，跟
着年迈的奶奶生活，面临失
学的困境；11岁的小明(化名)

和爷爷相依为命，没了父母
的依靠，日子也过得很凄苦。

看到这两条信息后，“忙
碌的蚂蚁”再也坐不住了，直
接联系到群主，指定余款全
部用来资助贫困孩子上学。

在随后的3月22、23日，
义工们走遍了莱州 1 3所中
小学，调查了41名贫困学子
的情况后反馈给“忙碌的蚂
蚁”， “忙碌的蚂蚁”又追
加 1万元资助款，并根据孩

子们不同的家庭情况，分别
一 次 性 给 予 每 个 孩 子 5 0 0

元、1 0 0 0元、2 0 0 0元不等的
资助，帮这些孩子实现上学
梦，4 1个孩子共给予 2 . 5万
元善款。

记者通过其他公益组织
获悉，此前“忙碌的蚂蚁”还
曾在龙口黄山馆镇长期资助
了12个小学生，每年给予每
人5 0 0元钱助力孩子们完成
学业。

“蚂蚁”捐款

捐出2 . 5万元

资助41个贫困生

2月26日，独耳女孩玲玲
收到“忙碌的蚂蚁”捐赠的大
布娃娃一个、玩具一个、牛奶
一箱，衣服五套，零食一箱、大
米20斤。

3月20日，云南拾荒女魏
晓丹收到“忙碌的蚂蚁”捐赠
的2000元善款，帮助其回家。

6月22日，贫困学生曲晓
坤收到“忙碌的蚂蚁”捐款500

元……
QQ联系，每次捐款只通

过银行转账，除QQ信息显示
其性别为男外，虽然打了很长
时间的交道，但就连义工也不
知道这位神秘的好心人究竟
是何许人也。如今，义工手中
和“忙碌的蚂蚁”唯一有联系
的就是20多张收据，这些收据
记录着今年2月份以来，“忙碌
的蚂蚁”通过鼎丰助学服务队
捐助的莱州13所中小学孩子
的信息和情况。

“男的，听声音不超过40

岁。”鼎丰助学服务队的负责
人回忆说，在仅有的几次通话
中，任凭义工怎么问，“忙碌的
蚂蚁”也不肯透露自己的真实
姓名和工作单位，更别提见面
了。

“我们也都想知道他是
谁，但他怎么也不肯见面。”义
工说，虽然曾多次想侧面打听

“忙碌的蚂蚁”个人的情况和
做公益的初衷，但都被拒绝
了，“忙碌的蚂蚁”始终神秘。

“蚂蚁”其人

身份是个谜

义工也没见过他

听说莱州有孩子因家庭贫
困面临失学的困境，他一口气捐
出2 . 5万元善款，资助了41个贫困
生。看到本报关于莱州脑瘫双胞
胎的报道后，他又悄悄捐出2000
元善款……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大家只知道他的网名叫“忙碌的
蚂蚁”，每次都是通过QQ和义工
联系，委托他们代为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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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解除劳动合同

公 告
中国人民

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潍坊
中心支公司自
2013年4月28日起
与李志(身份证号
3706021976030543
5X)解除劳动关
系，特此公告。
2013年6月28日

20多张收据记录着“忙碌的蚂蚁”
通过鼎丰助学服务队给孩子们捐助的善
款或物品。 记者 孙淑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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