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心愿
为百名贫困儿童圆梦

号号心心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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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薛诚洋
家庭情况：父母因病相继去世，蓬

莱上薛家村的薛诚洋从小跟姐姐一起
长大，正值花样年纪的姐姐不能上学、
工作，只能留在家中照顾弟弟，薛诚洋
很懂事，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新年心愿：想要一套学习用品和一
身新衣服(男孩，身高1 . 4米)。

号号心心愿愿113
姓名：迟仁浩
家庭情况：迟仁浩是莱州市驿道镇

中心小学一年级三班的学生，父亲因癌
症去世，妈妈外出打工，迟仁浩一直跟
随爷爷奶奶生活。

新年心愿：想要双运动鞋(37码)和
一身新衣服(身高1 . 4米)。

号号心心愿愿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金夏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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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隋浩东
家庭情况：蓬莱村里集镇的隋浩东

是个懂事的孩子，由于父母离异，孩子
自小跟着残疾的父亲生活，父亲一直教
育隋浩东只有认真学习将来才能有出
息。

新年心愿：想有一套学习用品。

114 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徐韶
家庭情况：徐韶是莱阳市文峰中学

初二的学生，爸爸患有胃癌，手术后一
直靠药物维持，妈妈种果园维持生计，
姐姐上大学。徐韶学习成绩很好，因家
庭困难需要长期资助。

新年心愿：想给爸爸要套保暖衣
(身高：1 . 75米，体重65公斤)。

116号号心心愿愿

术后恢复很好

已能下地走路

液晶电视送上门

还给交上有线费

本报记者 孙淑玉

2007年的一场车
祸彻底打乱了招远女
孩赵棋的生活，爸爸
在事故中受伤，至今
不能自理。父母离异
后，她只能靠年迈的
爷爷奶奶供养。没有
玩伴，奶奶是她生活
里最贴心的人。

除了写作业，放
学后11岁的赵棋多数
时间都会看着爸爸锻
炼，陪爸爸下象棋，而
爸爸也经常督促赵棋
学习。每次看到赵棋
戴着厚厚的眼镜做作
业，家人总是很着急。
临近春节，近视的赵
棋最大的心愿是能有
个瑞丁椅矫正坐姿，
这样家人就不用担心
她的视力了。

11岁的赵棋朋友很少，在
学校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固定
地和3个小伙伴玩。而回到家
里，她就只有奶奶。

这一切都源自一场意外。
2007年，爸爸出了车祸，住院近
一年半后回到家，至今不能自
理。为给爸爸治病，爷爷奶奶
卖了房子，搬到养殖棚旁边的
小屋住下，而曾经维持全家人
生计的养殖棚也因为爸爸失

去劳动能力难以为继。
爸爸出事后，赵棋的孤独

之旅就开始了。爷爷奶奶和妈
妈忙着轮番到医院照顾爸爸，
当时5岁的赵棋只得被送进了
全托学校，这一住就是一年。

好不容易挨到爸爸出院，
妈妈不堪生活重负，和爸爸离
异后离开了。

没有同龄的小伙伴一起
玩耍，赵棋只能整天粘着奶

奶。担心天黑后没法玩，放学
后她总会一个人躲到养殖棚
外玩“想象力”，任脑子里浮现
无数的场景和小伙伴。

“奶奶，奶奶去哪里了？”
习惯了有奶奶的日子，赵棋放
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四处搜寻
奶奶的影子。喊上一大圈直到
找到奶奶或是问出奶奶的具
体去向后，她才会安静下来。

在家时，奶奶是她最贴心的玩伴

尽管守着爷爷奶奶的日子
里，赵棋表现得活泼又外向，高
兴的时候她还会自唱自跳地表
演一阵，但在学校里，这个胖胖
的小姑娘几乎一言不发。即使
老师再三鼓励她报名参加文艺
演出，她也不会应声。

“家庭肯定对孩子有影
响，在家和在学校完全是两个
人。”看着在一旁吃东西的孙
女，奶奶王秉娟略感歉意地

说，家里条件有限，孩子缺少
母爱，他们都想尽力做到最好
来弥补孙女，但即使这样，家
庭变故还是影响到了赵棋的
成长。

听到这些，赵棋眨了眨眼
睛转头继续看电视，不时她还
会督促爸爸锻炼。

“每次看着你都不听，下
次还得跟你一起。”尽管在学
校很沉默，在爷爷奶奶面前又

略显张扬，但在爸爸面前，赵
棋却像个小大人一样，像模像
样地督促爸爸做康复锻炼。

每天放学后，督促爸爸到
屋外的铁架子上锻炼，遇上爸
爸“耍赖”时，赵棋还会蹲下去
陪爸爸一起做动作。“加紧锻
炼，你好了就能挣钱给我买好
吃的了。”爸爸偶尔沮丧时，赵
棋也会使出“杀手锏”，劝爸爸
继续努力。

她在学校很“自闭”，像变了个人

赵棋陪爸爸下棋、锻炼，
爸爸又督促赵棋学习，贫寒的
家里这温馨的一幕总叫爷爷
奶奶动容。

“差不多就是俩孩子，看
着也挺高兴的。”爷爷赵占忠
说，家里如今只剩下不到两亩
口粮地，日常开销靠多种的八
亩树苗维持，赵棋的衣物多靠
亲戚接济。尽管日子过得清

苦，但看到儿孙俩其乐融融的
样子，他们老两口心里也觉得
很温暖。

没法自如挪动，大部分时
间，赵棋爸爸都会坐在炕沿的
小书桌旁看着女儿玩耍和写
作业，遇上女儿不听话的时
候，他也会口齿不清地提醒。
而写完作业后，赵棋会陪爸爸
锻炼和下象棋，或者爷俩干脆

坐在小桌前看电视。
“爸爸和爷爷老是嫌我写

字姿势不对，影响视力。”戴着
厚厚眼镜片的赵棋说，临近过
年，她最大的心愿是有个能矫
正坐姿的瑞丁椅，这样爷爷奶
奶和爸爸再也不用担心她的
视力了。如果您愿意资助这个
多难的孩子，也可以和我们联
系：15264520357。

日子苦，衣物多靠亲戚接济

如如果果有有瑞瑞丁丁椅椅矫矫正正坐坐姿姿
家家人人就就不不用用担担心心我我的的视视力力了了
爸爸车祸后不能自理，招远的赵棋一直靠爷爷奶奶供养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 妈妈患有精神疾病，莱州的
姜易男出生后就被抛在了菜园子
里。跟着年迈的姥姥生活在好心人
提供的小屋里，懂事的姜易男几乎
从没跟姥姥要过零花钱。临近过
年，她最大的心愿是家里能有台电
视机陪姥姥解闷(本报1月9日C12

版报道)。12日记者获悉，热心人孙
祖强和妻子驾车将液晶电视送到
了姜易男家中，并送去了1000元善
款让祖孙俩过个好年。

妈妈患有精神疾病，姜易男出
生后就被直接扔在了菜园子里，姥
姥发现后，捂了一天一夜才把她救
过来，她也因此有了“园园”这个小
名。看着姥姥一天天老去，懂事的
姜易男总会抢着干活。

“谢谢叔叔，谢谢。”孙祖强和妻
子在义工的陪伴下来到姜易男和姥
姥的小屋时，她正低头写作业，看着
孙祖强和妻子忙里忙外装电视，内
向的她悄声连连道谢。考虑到姜易
男和姥姥的经济状况不足以支付有
线电视的费用，孙先生和妻子又掏
出1000元善款，请义工帮忙装好有线
电视，剩下的钱给祖孙俩过年。

“等放假回来再安，现在怪浪
费的。”摸着新电视，姜易男的姥姥
激动地说，放假期间有孩子陪着，
可以先不安有线，等过了年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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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自己的新年
心愿，赵棋拿出了一张瑞
丁椅的宣传页说，她也想
有一个。 本报记者 曲
彦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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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泉（中）正在检查梁习科的术
后恢复情况。本报记者 宋佳 摄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宋佳)

日前，本报“爱心手术室”活动的
第三台爱心手术为一个恩爱的侏
儒家庭开启。患者梁习科在毓璜顶
医院接受气管肿瘤切除后恢复很
好，已能下地走路。

50岁的梁习科是蓬莱市南王
街道宿家埠村的村民，气管内长了
肿瘤，妻子患有侏儒症和白内障，
但两人始终不离不弃。梁习科一家
主要靠几亩薄田维持生活，还要供
患侏儒症的女儿上学。了解情况
后，本报“名医爱心联盟”成员、毓
璜顶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张庆泉当
即决定联合本报启动“爱心手术
室”，并为患者减免1万元费用。

此事经报道后，不少市民被这
个侏儒家庭的恩爱感情打动，自发
到医院探望。

13日，记者来到毓璜顶医院耳
鼻喉科住院部，已做完肿瘤切除手
术的梁习科一手打着吊瓶一手牵着
妻子徐永萍的手在病房里溜达。“报
社记者来看咱们了。”梁习科对双目
仅剩光感的妻子说。一听记者来了，
徐永萍打开了话匣子，“非常感谢媒
体和医护人员对我们的照顾，丈夫
做完手术当天就能下地走路了。”徐
永萍说。“顺利的话，几天后就能出
院了。”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张强
说，能省的费用都给省了，到现在交
上的1万元还没用完呢。

徐永萍听后激动地说，“真的
很感谢，为我们省了这么多费用。”
其实，1万元对这个贫困的家庭来
说是个天文数字，徐永萍一家一个
月的生活费只有100元，剩下的钱
都用来供女儿上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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