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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薛俊杰 刘
塑) “我们这种小企业太需要你
们指导啦。线路隐患、错峰用电我
们都弄不太清楚，今天你们来讲
课让我们明白了，太谢谢啦。”近
日，国网牟平供电公司组织专业
技术骨干，对城区部分小微企业
开展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和跟踪服
务受到称赞。

针对小微企业规模小、没有专
职电工、安全用电薄弱、用电能耗高
等现状，该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主动走进厂区，切实解决小微民营
企业面临的众多用电难题。

国网牟平供电公司

服务小微企业获赞誉

姓名：志浩
家庭情况：小志浩是栖霞草庵

村人，今年7岁，父母离异，1岁时患
上了自闭症，他一直靠奶奶照顾，
平时都是穿别人送的衣服。

新年愿望：想有一身新衣服过
年(身高1 . 2米，体重60斤)。

号号心心愿愿87

姓名：刘孟瑶
家庭情况：刘孟瑶家住招远市

夏甸镇东河北村，父亲因意外事故
住院，高昂的治疗费让一家人的生
活陷入困境。

新年心愿：愿妈妈在新年里能
拥有一套新的保暖内衣(身高1 . 65

米)。

号号心心愿愿88

姓名：王瑞祥
基本情况：王瑞祥是牟平区

文化中心小学5年级的学生，成绩
很优秀。今年暑假，王瑞祥的鼻
梁、脸腮、腿上和后背起了红斑，
被确诊为皮肌炎，不能见风不能
上体育课。母亲看着孩子吃有激
素的药物很是揪心，希望能有中
医给孩子看看病。

新年心愿：希望有个大的新
书包，能和其他同学一样正常学
习。

号号心心愿愿89

姓名：董彧安
基本情况：8岁的董彧安家住

高新区草埠村，父母离异，现在跟
着妈妈和姥姥姥爷生活，母亲有
精神疾病，需要常年吃药。

新年心愿：希望有个新书包
和一本《动物王国》。

本报记者 曲彦霖 孙淑玉
整理

号号心心愿愿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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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2 6 4 5 2 0 3 5 7 或
13153515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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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姓 名 新年心愿 认领人

1 林 风 暖手宝，《查理九世》 任 红

2 高志远 自行车 闫女士

3 刘泽翔 滑板 孙铭辰

4 王兴辉 新书包，一套笔和本子 孙祖强

5 兰金成 新书包，一双新鞋 刘一丹

6 陈子曦 全新的学习用品 梁女士 李春昌（500元）

7 孙圣晓 毛绒玩具 梁女士

8 王艺诺 一套百科全书 李女士

9 董 笑 新书包 姚先生

10 李佳艺 新羽绒服，变速自行车 张先生

11 宫新凯 手机 张显智

12 杨振东 新书包 刘女士

13 崔树强 木吉他 曲先生

14 王红红 长筒靴子 徐先生

15 刘俊杰 新运动鞋 孙祖强

16 姜至航 一件羽绒服 迟女士

17 孙千惠 学习机 王先生

18 苏如琪 学习机 刘女士

19 李双双 卡通图案的衣服 杨先生

20 刘 昊 学习用品，过冬衣服 辛女士 曹女士

21 张洪宇 复读机 郎女士

22 孙艺铭 自行车 张女士 曹女士

23 迟格格 洋娃娃，靴子 周先生

24 付昭翔 手表 匿 名

25 林 莉 学习用品，变速自行车 矫炜 王承志

26 宋英林 玩具汽车，风筝 王雪琴

27 张 璇 点读机 宋先生

28 温林森、温林彬 英语词典，棉衣 李女士

29 黄新怡 一套学习用品 郎女士

30 董 爽 新衣服 刘女士

31 刘 洋 裙子 李淑芬

32 赵梦琪 两件新衣服 马女士

33 张欣和 一套美术书、绘画用品 张女士

34 吕坤霞 新衣服 张国防

35 曲嘉峰 棉衣 张女士

36 刘青慧 保暖内衣，棉袄 王先生

37 王玉菲 毛绒娃娃 陈女士

38 张灵业 新鞋 祝先生

39 迟健全 新衣服 袁女士

40 李予优 益智类 祝先生

41 黄小强 新书包 陈女士

42 仲晓娜 新衣服 车女士

号号心心愿愿86

序号 姓 名 新年心愿 认领人
43 庄映雪 新鞋 胡国锋
44 潘智超 保暖内衣 胡国锋
45 闫 槿 复读机 胡国锋
46 邹鑫宇 四大名著 张 郁
47 程 慧 保暖内衣 迟 健
48 姜雨利 两件羽绒服 王先生

49 李林娟 新书包和学习用品 迟 健
50 于 茜 一双轮滑鞋 鹃暂无人认领

51 于菲菲 一套高考辅导书
于先生 邢爱荣 栾女

士（1000元）

52 曲思梦 红色的羽绒服 张玉坤 李女士

53 牟英杰 新衣服 匿 名

54 王小之 新棉鞋 李 财

55 曲文粲 给奶奶买件新衣服（身高1.5米，体
重140斤） 鹃暂无人认领

56 冯 源 书包和文具盒 任女士

57 吕明慧 保暖羽绒服 张玉坤

58 郑 帅 想要套绘画工具 王女士 刘女士等4人

59 王 洋 双运动鞋，新书包 尚先生

60 林盛芳 四大名著，新书包 尚先生

61 牟昱晓 一套棉衣，新书包 腾 涛

62 牟春林
想要一件羽绒服(身高1.2米)和一

双运动鞋(35码)
鹃暂无人认领

63 戚欣宇 新衣服 尚先生

64 于孟琛 希望爷爷有套保暖衣 于海防

65 董 明 希望母亲能有件羽绒服 刘 喆

66 柳清芃 果篮，运动鞋 朱女士

67 王拥菊 电暖器 柏先生 邹女士（500元）

68 李颖超 新棉鞋 衣桂勇

69 张温悦 棉衣 开发区康宝幼儿园

70 刘 建 自行车 鹃暂无人认领

71 刘香淳 电动三轮车，溜冰鞋 匿名

72 鲁一凡 想要套沈石溪的儿童小说 鹃暂无人认领

73 崔玉安 想给继母要件新棉袄 米豪川

74 孙 袆 想要套福尔摩斯全集 鹃暂无人认领

75 于 航 电动车，一双新鞋（44码） 鹃暂无人认领

76 王 岩 电视机 张女士

77 王俊懿 一套《吴姐姐讲历史故事》 衣桂勇

78 方雅文 助听器 提丽风

79 王怡丹 想给爸爸买一套护膝 尚延滨

80 柳政言 电子琴 衣桂勇
81 李一平 轮椅 苏女士
82 栾 淼 新衣服 曲女士

83 李虹霖
能有一套过年的新衣服（女孩，身高

1 . 35米，体重80斤）。
鹃暂无人认领

84 栾嘉慧 给爸爸买件新衣服 石女士

85 朱福临 新鞋 周先生

新年心愿爱心榜单（2013年12月17日—2014年1月7日）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孙
淑玉 ) 爸爸出海时遭遇意外
去世，守着患有重型糖尿病的
妈妈，海阳初四学生董联庆家
里的日子越过越难，只得靠年
逾花甲的爷爷奶奶种地接济着
过活。患病的妈妈不能吃鱼肉，
多靠喝豆浆补充营养，临近过
年，他最大的心愿是给妈妈买
个豆浆机。

几年前，为搞养殖举家搬
到离村很远的山上后，海阳市
磐石镇马格庄村的董联庆一家
和村里人的联系就少了。先后
养过狐狸和母猪，但接连赔钱，
爸爸本想靠外出打渔还上债
务，却在一次出海时遭遇意外，
再也没有回来。

爸爸骤然离世后，守着患
有重型糖尿病的妈妈过活，董
联庆的性格变得越发内向。

妈妈患有重型糖尿病，干

不了重活，家里的几亩地多靠
年逾六旬的爷爷奶奶侍弄。为
补贴家用，去年开始，家里还养
了四只羊，这几只默默吃草的
羊，是大山里除了妈妈和电视
以外董联庆最好的伙伴，也是
家里最值钱的东西。

日子越过越难，渐渐长大
的董联庆也愈发沉默。除了回
爷爷奶奶家，他只在找同学写
作业时回村。

尽管不爱言语，董联庆却
愈发心疼生病的妈妈。周末放
学回家，他总是会抢着干活，想

帮妈妈减轻些负担。
“很多活我也不会，能干多

少是多少吧。”妈妈干不了重
活，只要在家，放羊和一些简单
的活都会被董联庆包揽。周末，
除了写作业和陪妈妈看电视、
聊天，这个渐渐长大的孩子也
会抢着扫院子、烧火，用自己沉
默的方式表达对妈妈的关爱。

家里住得离村子远，住校
的他每次都是先走半个多小时
的山路到村里，然后才能坐上
车去上学。为了多陪妈妈，平日
除了去看望爷爷奶奶和找同学

写作业，董联庆很少出门。
好脾气的妈妈很少会为成

绩或生活琐事对董联庆发火，
但每次成绩下滑，董联庆都会
自责很久，妈妈越是不骂他，他
心里越难受。

“现在妈妈好了很多，打针
少了。”让董联庆高兴的是，虽
然妈妈还要定期到医院检查，
但相比以前每天要打三针胰岛
素已经好了太多。患病的妈妈
不能吃鱼肉，多靠喝豆浆补充
营养，临近过年，董联庆最大的
心愿是给妈妈要个豆浆机。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金
夏瑞 孙淑玉 )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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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百名贫困儿童的

新年愿望，活动受到热心市
民的强烈关注。截至1月7日，
8 5个见报心愿中有77个已被
认领。

“新年心愿”大型公益活动

启动以来，认领热线响不停，截
至1月7日，本报共报道了85个
贫困孩子的新年心愿，其中有
77个已被好心人认领。招远、莱
阳、海阳等地的30多个孩子已

经领到了爱心礼物，23个新年
礼物已经送到本报，近期本报
记者将统一送到孩子们手中。
此外，还有更多礼物还在邮寄
的路上。

7777个个孩孩子子的的心心愿愿已已被被认认领领

新年心愿
为百名贫困儿童圆梦

住在村后的大山上，董联庆家最值钱的就是这几只羊。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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