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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个个小小时时募募集集到到220000套套军军训训服服
军训结束后，鲁东大学三社团发动新新生捐出迷彩服送给农民工

不少同学军训完

直接扔掉军训服

24日上午，记者在鲁东大学随机
采访了一些大一至大四的学生。据了
解，每年新生的录取通知书里都带着
一张手机卡，新生到校后到营业厅充
100或150元话费，即可领到免费的军
训服。由于军训服是赠送的，有不少
同学在军训结束后就直接扔掉了，并
表示扔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当时军训服穿了十天都没洗，
怕洗了第二天干不了，军训完已经穿
得很脏了，质量又不是很好，留着也
没用，就扔掉了。”生命科学学院大三
女生小李说。

“去年学校没有回收军训服的，
也没有募捐活动，我们军训结束之
后，很多同学都把军训服扔掉了，太
浪费了。”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大二
学生李琳说，军训服穿了几天就扔
掉，还不如捐给有需要的人。

记者了解到，往年也有不少学生
把军训服带回了家，有的是留作纪
念，有的则是给家人干农活的时候
穿。“当时学校没有回收的，扔了挺可
惜，放在宿舍又占地方，就拿回家
了。”物流规划与设计专业大二女生
李亚林说。 本报记者 张姗姗

AM 12：00
体验结束，未完待续

接近中午，所有项目体验完毕，程
子轶深深感到饲养员工作的不容易，
很佩服熊爸孙钦宝的耐心与毅力，也
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程子轶表示，她
和同学们最近正在筹拍一部记录饲养
员一天的微电影，希望更多人能了解
饲养员。熊爸孙钦宝告诉记者：“子轶
今天的体验还是非常有收获的，希望
通过这次活动，让她了解到家长照顾
孩子是多么的不易，希望她能从中悟
出道理。对于微电影，我也很期待。”

另外，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烟
台籍熊爸熊妈征集活动还在继续，你
也有机会与“萌”熊Pezoo亲密接触！
在熊爸孙钦宝的指导下，将亲自体验
喂养Pezoo，与Pezoo嬉戏玩耍，观察
和记录Pezoo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即
日 起 即 可 报 名 ，拨 打 电 话 0 5 3 5 -
6792655或者到鲸鲨馆#拍萌熊靓照
抱企鹅回家#主题区填写个人报名
信息，经过严格的筛选之后，熊爸熊
妈将于“10 . 1国庆黄金周”期间进馆
体验。机会只有一次，仅限两位幸运
名额，抓紧时间报名吧！

本报9月24日讯 (记者 张
姗姗 ) “你们大学生太好了，
把军训服免费送给我们。”2 4

日中午，鲁东大学青年志愿者
协 会 、慈 善 义 工 管 理 中 心 和
KAB创业俱乐部在学校第二
食堂、第三食堂和交院食堂，
联合举办了为农民工募捐军
训服的活动。短短 3个小时就
募集了 2 0 0套军训服，并交到
了在学校施工的农民工手中。

24日中午11点，参与活动
的成员们已经在各食堂门前
摆好了宣传板和办公桌。前来
捐赠军训服的新生络绎不绝，
不少学生都把军训服洗得干
干 净 净 ，叠 得 整 整 齐 齐 送 过
来。有的同学将整个宿舍的军
训服都带了过来，还有个别大
二、大三的学生也从衣柜里翻
出尘封已久的军训服，拿来捐
给农民工。

中午12点，在第二食堂门
前的募捐点，地理与规划学院
地理科学专业新生李晓孟拉
着 一 个 行 李 箱 来 捐 军 训 服 。

“这是我和另一个同学跑了五
六个宿舍收集的，很多同学都
很乐意把军训服捐出来。听说
有这个募捐活动，军训还没结
束的时候，我就决定要把军训
服捐出来了。”李晓孟说，现在
军训已经结束了，军训服留着

也没什么用，捐给有需要的人
才能物尽其用。

据这次募捐活动负责人、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大二学
生、鲁东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的李琳介绍，早在9月2日新生
刚开始军训时，他就萌发了为
农民工募捐军训服的想法。随
后，青年志愿者协会就联合了
有同样想法的慈善义工管理
中心和KAB创业俱乐部，共同
发起了这个活动。“前期我们
在各个宿舍楼都张贴了倡议
书，还在学校网站上发布了活
动信息，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活
动。”李琳说，同学们又联系了
在学校主校区和东校区施工
的农民工，想把募集的军训服
送给他们。

截至下午 2点，三个募捐
点共募集了 2 0 0套军训服、4 0

双鞋子、84顶帽子、56条腰带，
还有30件单件捐赠的衣服。

下午 2点半左右，和工友
一起来领军训服的辛师傅脸
上露出开心的笑容。“这些大
学生真是太好了，免费送给我
们衣服。”辛师傅说，他在鲁东
大学主校区从事学术中心建
设施工工作，经常干些脏活，
这些衣服对他们用处很大。随
后，在鲁东大学东校区负责宿
舍楼建设的工人也取走了一
批军训服。

李琳告诉记者，如果还有
新生想捐军训服，可以直接送
到大学生活动中心409室青年
志愿者协会办公室。如果不方
便送来，也可以联系让协会会
员去宿舍取。

AM 8：00
准备就绪，体验开始

“萌”熊饲养员体验当天，程
子轶和妈妈早早来到鲸鲨馆，提
前做准备。出于Pezoo的健康考
虑，所有人进入“萌熊之家”前必
须经过严格消毒。记者看到，为
了欢迎程子轶前来体验，熊爸孙
钦宝还特意为她准备了一双崭
新的水鞋。随后，在熊爸的带领
下，程子轶来到了她期待已久的

“萌熊之家”，与Pezoo共处一室。
初次与Pezoo见面的程子轶

很兴奋，Pezoo也颇有主人范儿，
显得格外乖巧，还不时礼貌地向
客人们打招呼。当问及为什么要
来体验熊爸熊妈时，程子轶望着
可爱的Pezoo说：“在看过系列报
道后，感觉小家伙实在太可爱
了，很想亲手摸摸它。得知要为
Pezoo征集烟台籍熊爸熊妈后就
报了名，与北极熊接触的机会太
难得了！”谈话间，程子轶主动向
熊爸提出，由于她只有17岁，还
不能完全独立，所以暂时不满足
当“熊妈”的条件，把她当作是
Pezoo的小伙伴就行。

熊爸宣布，今天的第一
项工作是为Pezoo打扫笼舍。
首先是用特制的拖把拖地，
以除去“家中”残留的食物
等，过程由熊爸亲自示范，程
子轶在一旁认真学习。“初来
乍到”的她听得格外认真，实
践起来也有模有样，很快就
进入了状态。一会儿的工夫，

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萌熊
之家”已洁净如新，Pezoo在
一旁欢快地打滚，并且一直
在叫，好像在说感谢小伙伴
为它打扫房子。

与Pezoo近距离接触的
程子轶，似乎有问不完的问
题，不停询问Pezoo的情况，
并对熊爸的工作产生了浓

厚兴趣。熊爸告诉她，自己
所学的是兽医专业，最基本
的要素就是喜欢动物，能耐
心照顾动物。程子轶表示，
她非常喜欢动物，也尝试养
过很多种小动物，今年上高
三的她在以后考大学的专
业选择上，也比较倾向与动
物有关的方向。

AM 8：30 打扫笼舍，学习取经

本次饲养员体验的重要
环节就是为Pezoo做饭、喂食。
程子轶跟随熊爸来到厨房，熊
爸说，Pezoo今天的早饭是牛
肉、鲅鱼、磷虾和玉米面饼子。
首先是处理鲅鱼，据熊爸介
绍，由于Pezoo的消化功能正
在发育，因此不能进食鱼刺，
熊爸便耐心指导程子轶怎样
为鲅鱼去刺去皮，5条新鲜的
鲅鱼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很
快处理完毕；然后将牛肉、鱼

肉、磷虾用料理机打磨成泥，
加上玉米面搅拌均匀，制成拳
头大小的团子；最后是食材上
锅，有营养丰富的团子、大块
牛肉还有鸡蛋，等待1小时后，
美味就出锅了。

在熊爸的帮助下，程子轶
端着一碗香喷喷的豪华早餐
来到了“萌熊之家”，Pezoo早
就闻到了美食的香味，兴奋极
了。程子轶拿起一块牛肉放到
Pezoo面前，Pezoo先是看了下

眼前这位小伙伴，然后轻声朝
她叫了几声，仿佛在说：“谢谢
大姐姐的早餐，作为一个‘小
吃货’，我就不客气啦！”随即，
Pezoo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
来，牛肉嚼得有滋有味，玉米
团子更是香上加香。据熊爸介
绍，为了保证Pezoo营养均衡，
他在每日三餐中都会给Pezoo

加入适量的维生素片，并且饭
后会让Pezoo再吃上一顿水果
大餐。

AM 10：00 早饭开始，营养丰富

公益直通车
烟台正能量 齐鲁是一家

一位学生干脆和室友一起拖着箱子把军训服和鞋子都拿来
了。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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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为为““萌萌””熊熊PPeezzoooo

首首位位烟烟台台小小伙伙伴伴

自“萌”熊Pezoo烟台籍熊爸熊妈征集开
展以来，活动受到了众多铁

杆“熊粉”的大力支持，报名热
情高涨。近日，就读于烟台二中
的17岁女生程子轶成为首位
幸运儿，在熊爸孙钦宝的指
导下，顺利与“萌”熊Pezoo
共同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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