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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爱的力量 公益在行动

“环保斗士”任增颖曾花费6万元买环保图书，自费做环保

如如今今为为给给父父亲亲治治病病，，忍忍痛痛卖卖书书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李娜)

她把工资和积蓄用在公益环
保上，为进行环保宣传她自费6

万元购买儿童环保书籍。“环保
斗士”任增颖花费30多万元做环
保，现在为了病重的父亲不得不
忍痛卖书。

任增颖，37岁，十多年的时
间，她用自己的方式捍卫家园生
态，花费30多万元。从最开始在东
营呼吁大家关注湿地保护区，再
到烟台启动绿色阅读活动，她一
刻也不停歇。

2011年，她自费6万元购买了
几千本环保图书，有的捐赠给了

贫困小学，有的用于公益环保教
育。这些书是她不买新衣服、不
买化妆品，尽量少参加环保以外
聚会，一点点攒下来的钱。

如今父亲得了重病，她思考
再三，决定卖书。

“家里还有1千多本儿童环
保书，本来打算今年继续做公益
宣传用的，现在我想把它们卖掉
换点钱，给父亲治病。”任增颖
说，不到万不得已，真的不想把
它们卖掉。

2011年，任增颖去云南贫困
学校调研，之后，便开始酝酿“绿
色阅读，传递文明”的项目。2011

年底，她开始陆续给云南学校捐
赠与环境教育相关的图书。2012

年，任增颖开始在烟台开展“绿
色阅读”的传播。

在莱山、莱州、海阳、栖霞等
多地进行了40多节环保课，送出
400多本绿色环保书籍。在自费宣
传环保的日子里，她曾被挡在学
校门外，被看成是推销书的书贩
子。

记者曾到过她在莱山区海滨
小区租的小房子，她把它刷成绿
色，里面堆满了儿童书籍，都是和
环保相关的。一到周末，这里成了
海滨小区孩子们最爱来的地方，他

们在这里可以看书，任增颖还会教
他们认识各种鸟类。

她不放过任何一次做环保
宣传的机会。有一次，在海滨小
区内散步，他看到有孩子们在玩
篮球，就很想跟他们讲讲环保。
于是很快跑回家中，抱了20多本
环保读物，开始跟孩子们互动，
并讲解起来环保小知识。

她要卖掉的书籍非常适合4
-14岁孩子阅读。通过童话书图
文并茂，能比较形象地阐述当前
最受关注的环境问题，比如水污
染、森林减少、气候变暖、酸雨、
臭氧层空洞、沙尘暴、白色污染、

生物多样性消失等等。
她经常说：“每个人都是污

染的制造者，每个人都是污染的
受害者，每个人都是污染的解决
者，地球的污染不能指望外星人
解决。”

新的一年，就在她打算继续
进行“绿色阅读”公益宣传的时
候，突然接到父亲重病的消息。
在环保上花钱“大手大脚”的她，
现在却囊中羞涩了。

如果有爱心人士愿意给予
这个民间环保人一些关爱和支
持 ，请 联 系 本 报 记 者 ，电 话
1866009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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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孩子脸上的血管瘤越来越大，一家人却陷入经济困境

本报记者 孙淑玉

生下来脸上就带着鸡
蛋大小的血瘤，6岁时妈妈
不堪忍受改嫁远走他乡，
从那时起牟平的曲绍英和
孪生弟弟就一直跟着年近
70岁的爷爷奶奶生活。

去年10月举家借了近
2万元到济南的医院做了
次手术后，曲绍英脸上的
血管瘤小了很多。眼见第
二次治疗期限到了，家里
却再也拿不出钱，半夜惊
醒她会摇着奶奶问什么时
候再去看病。

带着血管瘤出生

她很少出门

如果没有左半边脸上两个
鸡蛋大小的血管瘤，牟平区13

岁的曲绍英和弟弟会是村里令
人艳羡的龙凤胎。可因为越长
越大还会变紫的血管瘤，曲绍
英多数时候只能呆在家里。

担心脸上的瘤破裂，曲绍
英没法和同龄的孩子一样外出
玩耍，多数时候她都在家和猫
狗玩或者干脆呆在屋里叠星
星。弟弟曲绍武已经不记得姐
姐叠过多少小星星，反正每晚
放学写完作业当他低头玩玩具
汽车时，姐姐永远都在埋头折
星星。

曲绍英性格也越发内向，
在学校内她通常只和几个玩得

好的小伙伴走动，回到家里的
多数时候也都会低着头。

尽管编着一头齐腰的麻花
辫，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曲
绍英却极少有勇气照镜子。

按捺不住爱美的天性，没
人的时候，她也会偷偷跑到里
屋照镜子，猛地挤住脸上的大
包，自语式地连喊“奶奶，我的
病好了”。

一块喜糖也切开

分给爷爷奶奶

因不堪忍受孩子有缺陷的
现实，曲绍英6岁那年妈妈远嫁
他乡，这对原本该无忧无虑的
双胞胎姐弟只得跟着年迈的爷
爷奶奶生活。

一手搂着一个孩子，半夜还
得讲故事哄着睡觉，奶奶邹立莲

从那时没睡过踏实觉。这些年孩
子渐渐长大，她也渐渐老了。

“孩子懂事，好好学习比什
么都好。”尽管苦累，但看着懂
事的孙女连吃块喜糖都会小心
翼翼地用菜刀分开，给自己和
老伴留着，再多苦她也觉得值。

妈妈离开后，爸爸在牟平
仙坛食品公司工作，每月工资
在2000元左右。年近古稀的爷
爷奶奶种着四亩地，仅够维持
基本生活，平日多靠放羊和爷
爷偶尔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

习惯了家里拮据的日子，
姐弟俩很少买新衣服，也几乎
吃不到零食。

急等手术前

她夜里常惊醒

脸上的血管瘤越长越大，

眼见再不治疗就可能毁了孩子
的一辈子，去年在政府部门的
帮助下，举家借款1 . 8万元带曲
绍英到济南做了第一次手术，
孩子脸上的血管瘤明显消了不
少。

根据医院意见，曲绍英的
血管瘤还需做3-4次手术才可
能治愈，每次费用在2万元左
右。如今第二次治疗迫近，家里
却无力支付治疗费。

担心自己没法继续治疗，
夜里曲绍英常惊醒，紧张地问
奶奶什么时候再治疗。

如果您愿意帮这个小姑娘
重拾自信，恢复美丽的容颜，可
拨打15264520357与我们联系，
或直接汇款至曲绍英爷爷曲仕
强的账号：906100900010101103856，
开户行：烟台农商行牟平区龙
泉支行。

带带着着自自己己资资助助的的孩孩子子一一起起爬爬泰泰山山
招远热心人想和义工开车带4个孩子登岱顶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孙
淑玉) 马年春节到来之际，本
报联合泰山景区邀请50名“热
心肠”共聚岱顶。两日来，泰山
门票已送出12张，如有需要赶

紧报名吧。
“我和老伴常参与捐衣活

动，还多次为战友捐款够不够
资格报名？”7日看到本报邀“热
心肠”共聚岱顶后，长期关注本
报公益活动的高鸿达和老伴打
来电话报名。

除参与捐衣活动外，已经
68岁的高老先生和老伴还经常
在公交车上帮没零钱的陌生乘
客付钱、归还失物，参军期间还

曾悄悄以战友的名义汇款到家
帮忙。尽管老两口已上了岁数，
却一直想相伴登山挑战自己。

常年资助8个孩子上学的招
远热心人岳辉也致电本报，想为
资助的4个孩子报名，在春节前
带着孩子们一起爬泰山。“想带
孩子出去看看，一路我们都会照
顾好他们。”在和孩子的家长、老
师商量后，岳先生和三位义工决
定一起开车带孩子们登顶。

在2014年新春到来之际，
本报联合泰山景区在全省邀请
千名义工、志愿者、山东好人，
在岱顶汇聚正能量。

欢迎您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1 5 2 6 4 5 2 0 3 5 7 或 发 邮 件 至
sunshuyussy@126 .com，说出您
的故事并留下联系方式，本报
工作人员将及时与您联系，泰
山门票将由齐鲁晚报烟台慈善
义工管理中心陆续送出。

棉衣本月20日前

送给特困家庭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孙淑玉)

即日起，鼎丰助学服务队启动
“暖乡行动”，将为莱州、龙口、莱阳
特困家庭和孤寡老人送去棉衣和
挂面，棉衣将于本月20日前发放完
毕。

先前在莱州捐赠6名贫困生的
热心人孙邦尧捐款2000元，捐赠莱
州3名贫困学子的傅连浩送出3000

元善款，武警张晶捐款2000元，为
这些守望贫困的人送去关爱。

此外，鼎丰助学服务队的队员
也积极响应，队长张圆苹一家捐出
3000元善款，热心队员迟迁捐款
2000元为老人置办衣物。短短时间
内就募集到近2万元善款。

据悉，目前500件棉衣已全部
到位，莱州市百瑞佳食品为此次活
动捐赠135副挂面，送给贫困家庭。
棉衣将于本月20日前发放完毕。

好心人为小悦悦

再捐款5000余元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孙淑玉)
22个月大的女儿吴婉悦一个多

月前查出白血病，莱州的哥吴刚的
生活瞬间没了颜色。得知情况后，
莱州好心的哥和莱州市运管处先
后发起爱心募捐倡议 (详见本报
2013年12月6日C14版)。记者近日获
悉，又有好心人给小悦悦捐款5000

余元。
小悦悦目前正在青岛的医院

接受第三期化疗，身体情况稳定，
但因为化疗进度正在继续，今年可
能无法回家过年。

得知小悦悦一家的情况后，莱
州林丰石材负责人给吴刚一家送
去3000元善款。网友“志远和”近日
又募集到1000余元善款。此外，还
有热心人陆续通过义工送去近
1000元善款。

如果您愿意帮帮这个可爱的
孩子，可拨打15264520357联系我
们，也可直接汇款至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账号:6217994560000258678，户
名 :吴刚。开户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莱州市府前街支行。

冬季安检重实效

本报讯(通讯员 刘君波) 近
日，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冬季安全
检查组深入施工作业现场进行检
查指导，突出检查工作措施的落实
性、隐患整改的及时性和整改措施
的效果等，确保完成工作目标。

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

公益直通车
烟台正能量 齐鲁是一家

7日傍晚写完作业，性格越来越内向的曲绍英和家中的小猫玩耍。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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