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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爱的力量 公益在行动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脸
上痘痘多久能好呢？烟台佐康
承诺：包卡祛痘，严重痘痘祛除
只需二十天，并且全国联保售
后！

家长倾诉：“我儿子17岁，长
痘2年了，去了好多地方治疗，光
中药就吃了4个月，把孩子一顿
折腾，脸上却一点没好，好多紫
红的、塌下去的那种痘。去佐康
祛痘中心的时候，店长说都是暗
疮和囊肿，特别严重。虽然当时
觉得有点贵，为了孩子也得试
试。佐康祛痘效果确实好，仅十
来天，孩子的脸就好了一大半，

看来在佐康的钱不白花。现在不
细看，都看不出曾经长过很严重
的痘痘。”

提醒：祛痘要谨慎

不能盲目使用祛痘产品和
随意祛除，不仅枉费金钱，更会
错过最佳祛痘时机。家长们要摆
正心态，选对真正适合孩子皮肤
的产品和专业的祛痘机构，才是
祛除痘痘的根本。佐康祛痘是国
际青春痘防治协会的理事单位，
作为烟台最早的专业祛痘机构，
入驻烟台7年来，用专业成熟的
技术和效果，赢得了烟台痘友的

一致好评。并且产品健康安全，
孕妇儿童皆可使用。针对反复祛
痘失败的痘痘皮肤，当次就见到
明显的效果！

针对青春痘、粉刺、痤疮、激
素痘、过敏痘、毛孔粗大、痘印痘
斑，反复祛痘失败者有奇效。

13【一生】特大优惠，14【一
世】不能错过！

99元3次体验健康祛痘，每
天只限三名。

免费为顾客诊断皮肤，免费
定制祛痘方案。

当天进店包卡祛痘，按痘痘
程度起价算。

老顾客购买任何佐康产品
都有额外惊喜。

芝罘区佐康总店：6263931

开发区佐康店：6398791

莱山区佐康店：6726500

海阳市佐康店：3220896

招远市佐康店：13153546688

烟 台 佐 康 网 站 ：
www.yantaiqudou.com

烟台剩余区域：牟平、栖霞、
长岛(火爆招商中)

佐 康 总 部 官 网 ：
www.zkqudou.com

全国加盟咨询：18604606080

张经理

新新年年祛祛痘痘倒倒计计时时

绕过坑坑洼洼的土路，又转
了几条小巷，记者才找到刘青慧
的家，她大伯已经在门口等了很
久。

现在，刘青慧和大伯、奶
奶、爸爸生活在一起。因下大
雪，1 3岁的刘青慧放假在家，
巴巴地盼着爸爸下班回家。81

岁高龄的奶奶坐在炕上，而这
张床，是青慧、爸爸、大伯和
奶奶平时挤在一起睡觉的地
方。

青慧说，爸爸中午吃完午

饭就匆忙去附近村子的冷库上
班了，早上6点走，晚上6点才能
回来。妈妈因患有精神疾病大
部分时间由姥姥照顾，每年只
回这边住一两个月。大伯虽双
臂肌肉萎缩，依然照料着一家
人的生活起居和四亩多田地。
虽然有些吃力，但青慧的大伯
说好在他还有低保，而青慧父
亲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更是这
一大家人的指望。

环顾这个家，连件像样的
家具都没有，电视等电器更是

看不见踪影。四周墙壁全都熏
得发黑，关上门，屋里一片漆
黑。在整间屋子的重色调衬托
下，一个放满照片的相框格外
显眼。刘青慧说，这是爸爸存放
的，里面有青慧从小到大的照
片，但却少了张一家三口的合
影，这让青慧有些伤感，也让她
想起了妈妈。

听到大伯说妈妈很快会被
接回家过年，刘青慧脸上马上
露出了笑容，因为这样一家人
就能团聚了。

爸爸每月千元工资，养活祖孙四口

“希望父母健健康康平平
安安，一家人和和美美。”谈起
新年愿望，刘青慧毫不犹豫地
说了这么一句。在她的印象
里，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
的。即便学校提供的住宿条件
比家里好，但她还是惦记着能
早点回家，她天真地说，想回
家是因为爸爸会给她准备好
吃的。

当问及她想要什么新年
礼物时，刘青慧心疼长期在冷
库打工的爸爸，她说她想在寒
冷的冬天为父亲送上一套新
的保暖内衣，让父亲感受到更
多温暖。

最后，当问她自己需要什
么的时候，刘青慧犹豫了很久
才告诉记者，爸爸给她买的棉
衣号码太大，穿不了，她想要
件合身的棉衣过年(身高不到
1 . 5米，体型适中，喜欢粉色)。

她想有套

合身的棉衣过年

心心愿愿认认领领通通道道
本本报报““新新年年心心愿愿””活活动动推推出出

后后，，很很多多热热心心市市民民报报名名为为懂懂事事的的
孩孩子子们们实实现现心心愿愿。。按按照照报报名名顺顺序序
和和地地域域优优先先的的原原则则，，我我们们将将优优先先
为为最最早早报报名名认认领领心心愿愿的的热热心心人人
对对接接。。

本本报报将将把把征征集集到到的的贫贫困困孩孩
子子的的心心愿愿按按顺顺序序列列出出，，如如果果您您愿愿
意意为为这这些些孩孩子子实实现现心心愿愿，，可可联联系系
我我们们。。或或者者您您也也可可以以列列出出您您愿愿意意
送送出出的的物物品品，，预预约约为为接接下下来来的的孩孩
子子实实现现心心愿愿，，如如能能成成功功对对接接，，本本
报报记记者者将将主主动动跟跟您您联联系系。。

认认领领心心愿愿时时可可将将孩孩子子编编号号及及
信信息息发发短短信信至至11 55 22 66 44 55 22 00 33 55 77或或
1155886655660099994422。。想想送送出出物物品品的的热热心心市市
民民请请将将您您的的联联系系方方式式、、愿愿意意提提供供
的的物物品品列列出出。。

心心愿愿将将按按照照孩孩子子们们的的所所在在地地
点点集集中中送送达达，，您您可可将将礼礼物物买买好好并并
标标好好孩孩子子的的心心愿愿序序号号送送到到本本报报
((地地址址：：芝芝罘罘区区环环山山路路33号号润润利利大大
厦厦11660033室室))，，由由本本报报代代为为集集体体送送出出。。
也也可可在在确确定定认认领领心心愿愿后后向向本本报报索索
取取孩孩子子邮邮寄寄地地址址和和联联系系方方式式，，单单
独独邮邮寄寄。。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孙淑玉 ) 日前，齐鲁晚报烟
台慈善义工管理中心发起了

“新年心愿”大型公益活动后，
受到热心市民的强烈关注，在
认领孩子们的新年愿望之余，
不少市民都想长期资助这些
可爱又懂事的贫困孩子。24

日，本报推出长期资助贫困孩
子的活动后，已有7位热心市
民报名。

“有没有四年级的小女孩
需要资助的？”24日上午，家住
芝罘区的张女士致电本报“公
益热线”称，自家女儿读四年
级，想找个同龄的小女孩进行
一对一资助。此外，她还想平
时带着女儿多去陪陪需要资
助的孩子，让俩孩子相伴长
大。

热心市民孙女士及张先
生除报名认领贫困孩子的心
愿外，还想找个海阳地区品学
兼优的女孩资助。多次报名认
领心愿的李先生想资助个烟
台农村的孩子。此外，老家招
远的孙先生想在当地找个孩
子资助，并将助力孩子读完大
学。

本报发起“新年心愿”大
型公益活动后，热心市民在争
相认领孩子们的新年愿望之
余，还想长期资助这些可爱又
懂事的贫困孩子。为此，本报
为这些好心人和孩子们之间
搭起桥梁，帮助他们实现对
接。

如果您愿意长期资助这
些孩子上学，可单独联系我
们，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我
们将为您进行对接。此外，您
还可以留下您想资助孩子的
地域、性别或条件等信息，有
合适的孩子，本报记者将在第
一时间为您对接。如想长期资
助孩子，可将您和想认领资助
孩 子 的 信 息 发 短 信 至
15264520357或15865609942。

7位热心市民

要长期资助孩子

37 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王玉菲
家庭情况：海阳朱吴小学

二年级的王玉菲今年9岁，爸爸
在2010遭遇车祸，不能干重活，
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妈妈种地维
持，现借住在大伯家。

愿望：最大的愿望是想要
个毛绒娃娃。

38 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张灵业
家庭情况：牟平区武宁镇

张家村的张灵业今年11岁，是
武宁益海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父亲患癫痫病，无法劳动，仅
靠母亲打零工维持生计。

愿望：想要一双40码的新
鞋。

39 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迟健全
家庭情况：莱州市驿道镇

迟家村的迟健全今年上初二，
母亲2008年患上尿毒症，爸爸务
农，家中欠着巨额医疗费，孩子
成绩很好，需要一对一资助。

愿望：想给妈妈买套新衣
服，妈妈身高1 .55米，体重90斤。

40 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李予优
家庭情况：牟平大窑中心

小学一年级二班的李予优今
年8岁了，父亲患尿毒症，每个
礼拜要透析三次，一家人生活
很困难。

愿望：爱动手又爱动脑
的李予优想要个益智类的
玩具。

41 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黄小强
家庭情况：黄小强是海阳

市里店中学初二的学生，妈妈
患帕金森综合征十多年了，需
常年吃药。一家人靠爸爸在家
种地为生，收入甚微。今年春
天，小强在学校不慎摔断胳
膊，治疗费又花了上万元。

愿望：想要个新书包。

42 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仲晓娜
家庭情况：莱州市驿道镇

朱汉村的仲晓娜今年15岁了，
无父无母，现现在在跟跟8800多多岁岁的的爷爷
爷爷奶奶奶奶一一起起生生活活。。

愿愿望望：：仲仲晓晓娜娜一一直直穿穿别别人人
送送的的旧旧衣衣服服，，今今年年想想要要一一套套新新
衣衣服服过过年年。。晓晓娜娜身身高高约约11 .. 55 55

米米，，体体重重约约9966斤斤。。

本报记者 曲彦霖

妈妈患精神疾病，大部
分时间由姥姥照顾，招远13
岁女孩刘青慧现在和爸爸、
奶奶及残疾的大伯生活在一
起，一家人全靠爸爸在冷库
打工赚钱过活。说起新年愿
望，刘青慧说，希望父母健康
平安，一家人和和美美。而问
她想要什么新年礼物时，她
说，想在寒冷的冬天为父亲
送上一套新的保暖内衣，这
样他在冷库打工时就能暖和
一点。

新年心愿
为百名贫困儿童圆梦

36 号号心心愿愿
平时住在学校，床铺上没有床单

夏甸镇河西庄子村在靠近
招远市南端的地界，是刘青慧
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在去她家
的路上，班主任杨老师说起这
个孩子满是心疼。

个头矮小的刘青慧长相清
秀，性格还算开朗，在学校里人
缘还不错，学习成绩也能排到
中上游。她是住校生，除了周末
回家，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刘

青慧在学校里住8人间的宿舍，
“只有她的床铺最特别，没有床
单，孩子直接睡在褥子上。”天
冷了，刘青慧的班主任杨老师
无意间发现后不禁询问，“每次
问她都说爸爸会给买。”等了很
久也没见刘青慧铺上床单，同
样也有个女儿的杨老师不忍
心，和妻子一起为她买了一套
床单。

后来，杨老师发现这个
女孩的家境十分贫寒。刘青
慧的母亲因患有精神疾病，
不能陪伴女儿成长，青慧一
直和父亲、爷爷、奶奶、大伯
生 活 在 一 起 。爷爷不久前去
世，奶奶年事已高，大伯双臂肌
肉萎缩，刘青慧的爸爸常年在
附近村里的冷库打工赚钱，支
撑一大家人的生活。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整理

爸爸爸爸在在冷冷库库打打工工
我我想想送送他他套套保保暖暖衣衣
刘青慧家境贫寒，祖孙四口挤一张炕

看着挂在墙上的照片，刘青慧想起了久未见面的妈妈。 本报记者 曲彦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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