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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爱的力量 公益在行动

想想有有台台电电视视机机，，给给爸爸妈妈解解闷闷
妈妈是聋哑人，爸爸脊椎错节，王岩担心一直待在家里的父母闷得慌

本报记者 孙淑玉

窗户上看不到一块玻
璃，全用油纸糊着，简陋的家
里除了几张破桌子，找不到
一件像样的家具。妈妈是聋
哑人，爸爸脊椎错节干不了
重活，莱州14岁的王岩一家
三口每月的生活费仅在140
元左右。

但即使这样，内向的王
岩还是对父母很感恩。这个
害羞的姑娘多会用帮忙干
活、给妈妈洗脚或是给爸爸
捶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临
近过年，王岩最大心愿是能
有台电视机帮爸妈解闷。

姓名：王俊懿
家庭情况：栖霞市实验小学的
王俊懿是一个勤奋进取的孩
子，父亲常年生病卧床，母亲
在松山务农，收入甚微，家里
还有一个姐姐也在上学。
新年心愿：最大的愿望是拥有
一套《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的
书。

号号心心愿愿77

姓名：方雅文
家庭情况：方雅文家住莱州市
驿道镇集后村，爸爸病故，妈
妈患有骨髓瘤，不能干重活，
平日的生活多靠姥姥和姥爷
照顾。
新年心愿：想给半身不遂的姥
爷买个助听器。

号号心心愿愿78

姓名：王怡丹
家庭情况：王怡丹是招远市新
村初中初四二班的学生，患有
过敏症，家里还有个弟弟，患
有心脏病，一家人的生活多靠
爸妈种地打零工维持。
新年心愿：爸爸每天要骑着摩
托车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打工，
想给爸爸买一套护膝。

号号心心愿愿79

姓名：柳政言
家庭情况：栖霞的柳政言是个
喜欢音乐的孩子，可贫困的家
庭条件无法为他的兴趣爱好

“买单”。妈妈在超市打工，爸
爸在外打零工，家庭收入微
薄。
新年心愿：想拥有一架电子
琴，用优美的琴声为父母驱散
一天的疲劳。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金
夏瑞 整理

号号心心愿愿80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董波) 为解决偏远
农村用电“交费难”的问题，海
阳市供电公司把供电所的日
常业务搬到电力服务车上，定
期将“流动服务车”开进偏远
山村，为村民们普及安全用电
知识，开展预交电费的服务。

国网海阳市供电公司

“流动服务车”服务

偏远农村电力客户

本报“新年心愿”活动推
出后，很多热心市民报名为懂
事的孩子们实现心愿。按照报
名顺序和地域优先的原则，我
们将优先为最早报名认领心
愿的热心人对接。

认领心愿时可将孩子编
号及信息发短信至15264520357

或15865609942。想送出物品的
热心市民请将您的联系方式、
愿意提供的物品列出。您也可
以将礼物送到本报(地址：芝罘
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3室)，
由本报代为送出。

心心愿愿认认领领通通道道

一家三口生活费

每月只有140元

5日上午11点左右，莱州市
驿道镇庙山村王岩家的大门紧
闭。连着扣了好几次，王岩的爸
爸王玉魁才匆匆开门，身后的妈
妈侯宝莲赶忙将午饭藏到了锅
里。

边比划边将记者一行让进
屋后，侯宝莲又赶忙拿过抹布擦
炕和椅子，瞥见里屋桌上还放着
簸箕，她害羞地连连比划后将杂
物搬到另一间屋里。

厨房里存着一大堆已不再

新鲜的大白菜，小桌上留着一盘
几近放干的片片，加上锅里的一
盆熥南瓜和几个馒头，这几乎是
王岩一家冬天的所有食材。

妈妈是聋哑人没法出门打
工，爸爸在2008年脊椎错节失去
了修公路的活计后，这个家里所
有的经济来源都来自两亩半薄
田。自家地里产什么就吃什么，
衣物则多靠邻居和好心人接济，
无力支付更昂贵的花销，王岩一
家三口的生活费每月都维持在

140元左右。为了省钱供孩子上
学，腰痛时，王玉魁多靠一元钱
左右的三七片支撑。

窗户上看不到一块玻璃，
全用油纸糊着，里屋也只有一
层床单挡风。虽然屋里除了几
件破桌子，找不到一件像样的
家具，但这个小院还是收拾得
很干净。上午刚洗好的衣物还
挂在院子里，见了记者一行，
侯宝莲连连比划着想说明哪
些是好心人送来的。

尽管给不了孩子更好的物
质条件，47岁的王玉魁依然对女
儿有很高的期待，再苦再难他都
希望王岩能一门心思考上大学，
给这个家争口气。内向的王岩心
疼爸妈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多
数时候她都选择用帮忙干活来
表达爱意。

王岩住在里屋，墙上贴着别
人送来的2014年的新挂历，在这单
页的日历上，王岩用碳素笔标注

了不少日期，一旁她还带点兴奋
地写道：“2014年，我14岁了！”

这是内向的王岩表达感情
的重要方式，在日历的最下角她
用英文写着：“爸爸妈妈，我爱你
们”。小秘密被记者发现后，这个
14岁的孩子突然用手捂住脸，她
悄声说，之所以用英语写就是因
为爸妈看不懂，这样就不会不好
意思了。

爸妈几乎不识字，给了她用

文字含蓄表达爱意的机会。但更
多时候，这个内向的姑娘连文字
的表达都不会用，农忙时，她会
早早写好作业帮着家里掰玉米、
收花生。看爸妈辛苦，她会悄悄
端水给妈妈洗脚，或者干脆藏到
背后给爸爸捶背。

“爸，你别说了，怪不好意思
的。”听着爸爸夸自己懂事，王岩
突然羞红了脸打断，然后深深埋
下了头。

没有电视，也没有什么像样
的家具，每晚八九点写完作业
后，王岩会看会书、简单预习下
功课后就睡觉。

“周末写完作业我会去同学
家里玩，也没觉得少啥。”尽管对
爸妈有着深沉的爱，但偶尔这个

14岁的孩子也会在意自己的家
庭情况，除极个别相熟的朋友，
她很少带同学回家。

王岩不在家时，妈妈侯宝莲
多安静地坐在厨房择棉花，今年
地里刚种了点棉花，收拾干净后
能做床新被子。尽管没办法完整

的表达，王岩猜妈妈是觉得自己
炕上的被子太脏太薄了，想给自
己换床新被子。

“家里有台电视机就热闹
了。”临近过年，王岩最大的心愿
是家里能有点“动静”，她不在家
时，爸妈也不会太闷得慌。

除相熟的朋友

很少带同学回家

含蓄的她多会用

做家务来表达爱意

新年心愿
为百名贫困儿童圆梦

号号心心愿愿76

懂事的王岩经常帮着妈妈干家务活。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孙
淑玉 ) 书桌上写的保证书还
留着，妈妈督促自己的情景还
历历在目，但这个家里再没有
了妈妈的气息。三年前爸爸因
癌症离世，元旦前妈妈又因哮
喘发作走了，面对空荡荡的屋
子，招远14岁少年郑帅最大的
心愿是有套完整的绘画工具，
画出有关妈妈的回忆(本报1月
1日C02版报道 )。报道发出后，
很多好心人争相认领郑帅的
心愿。4日，热心人王女士看望
了郑帅并确定长期资助他。

“58号孩子想要什么样的
绘画工具？”日前，郑帅的心愿

经报道后，不少市民纷纷致电
本报“公益热线”，想为孩子购
置全套绘画工具。在送出爱心
画具之余，一位不愿具名的好
心人还想通过银行汇款给孩
子送去更多关爱，帮他度过这
个难捱的春节。

4日，在得知郑帅的故事
后，常年在新西兰定居的热心
市民王女士和家人一起开车
前去看望郑帅，送出4000元善
款之余还承诺春节前会再来
看望。

“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我
们想长期资助他上学。”王女士
说，他们一家愿意帮这个懂事的

孩子完成学业，在给出经济帮助
之余想走进孩子的生活，希望能
帮他早日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
王女士一家也很快得到郑帅的
认可，4日下午在给记者打来的
电话中，郑帅直赞“阿姨人很
好”。

本报启动的“新年心愿”
大型公益活动，将征集百名贫
困儿童的新年愿望，在为孩子
建起愿望树的同时，我们还将
搭起实现愿望的桥梁，为好心
人的认捐提供平台。活动启动
后，在认捐孩子心愿之余，热
心市民纷纷致电本报提出要
为上进的孩子圆上学梦，提供

长期资助。
如果您身边有家庭困难

且勤奋上进的孩子，他们心中
又藏着一些小愿望，您可以与
我们联系。如果您愿帮孩子们
圆梦或愿意长期资助他们上
学，也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
将为您搭起爱心平台。

您还可以留下想资助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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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2 6 4 5 2 0 3 5 7 或
13153515181。

有有人人认认领领心心愿愿，，还还有有人人资资助助上上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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