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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心愿
为百名贫困儿童圆梦

招远八方义工

组团报名登泰山

捐款1000元

助力曲绍英手术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生下来脸上就带着鸡蛋大小
的血管瘤，6岁时妈妈改嫁远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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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了近2万
元到医院做了次手术后，13岁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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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9日C13版报道)。
报道发出后，引起不少热心市民的
关注。一位莱州好心人为曲绍英捐
款1000元，助力孩子治病。

“奶奶，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医
院？”距离上次治疗已过去近3个
月，眼瞅着原定的治疗日期拖了又
拖，曲绍英不时焦急地询问奶奶何
时再去治疗。而眼下，治疗费是困
扰这家人最大的问题。

看到本报的报道后，莱州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热心大哥悄悄给
曲绍英汇去1000元善款，希望能尽
早帮孩子筹齐治疗费用。

得知曲绍英的情况后，扬帆助
学服务队的义工也陆续通过银行
汇款，助力孩子手术。

曲绍英的血管瘤还需做3-4次
手术，每次费用约2万元。如果您愿
意帮帮这个花季少女，您可联系我
们：152645203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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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汇
款到中国农业银行烟台大窑分理处
6228480268114614970，户名：曲仕强。

“四个强化”确保

冬季农村用电安全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董波) 为确保农村客户冬季
安全用电，海阳市供电公司通过实
施强化隐患排查、强化宣传教育、
强化“善小”行动、强化临时用电管
理等“四个强化”，切实保障冬季农
村居民用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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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双良
家庭情况：吕双良家住莱阳市古柳

镇前泉水村，父母均卧病在床，没有劳
动能力，一家人生活十分困难。

新年心愿：希望有个电视机的机顶
盒，让家人能看上电视节目。

号号心心愿愿117
姓名：马宇晗
家庭情况：马宇晗家住蓬莱南沟

村，今年上二年级，母亲患有精神疾病，
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家里还有个姐姐，
家里的生活负担全都落在了父亲身上。

新年心愿：想要一套成语故事书。

号号心心愿愿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金夏瑞 整理

120

姓名：王福林
家庭情况：蓬莱李家沟村的王福林

上二年级，父母离异后，父亲常年在外
打工，王福林一直跟奶奶一起生活，孩
子身上的衣服还是两年前母亲给买的。

新年心愿：想要一身红色的新衣服
(男孩，身高1 . 2米)和书包。

118 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于晓雯
家庭情况：于晓雯家住莱阳市万第

镇东院西夼村，弟弟患先天性脑瘫，父
亲因意外摔伤刚做过手术，至今无法从
事正常的体力劳动。

新年心愿：想送给爸爸(身高1 . 78

米)或妈妈(身高1 . 65米)一件羽绒服。

121号号心心愿愿

国网海阳市供电公司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孙
淑玉 ) 接连认领4个心愿，第
二天就将备好的礼物送到本
报，烟台清崟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在为20个贫困家庭送去
爱心报纸后再次“出手”，为贫
困孩子实现新年心愿。

龙口市七甲镇大草屋村的
王延辉今年读一年级，爸爸前
年出了车祸，医疗费花了3万多

元，现在家里只靠妈妈一人打
工挣钱维持生计，临近春节，他
最大的心愿是能有身过节的新
棉衣。

“99号孩子的棉衣我们认
了。”心疼王延辉的遭遇，烟台
清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
责人潘先生当即拍板要为孩子
实现心愿。认领王延辉的心愿
后，潘先生还一口气认领了101

号曲瑶、102号尚荣梅和104号
曲子涵的新年心愿。认领心愿
的第二天，烟台清崟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就将备
好的所有礼物送到本报，希望
能早点为孩子们圆梦。

在此之前，烟台清崟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还特意为20

个贫困家庭送去全年的《齐鲁
晚报》。“物质资助是一方面，精

神扶持也必不可少。”潘先生
说，希望持续一年的报纸能为
孩子们提供更多精神食粮，在
孩子们的成长路上起到更重要
的作用。

烟台清崟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
此前还多次看望、资助牟平的
贫困孩子，参与为环卫工、孤寡
老人送月饼等爱心活动。

心疼贫困家庭孩子们的遭遇

爱爱心心企企业业连连着着认认领领44个个心心愿愿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金夏瑞 ) 日前，齐鲁晚报烟
台慈善义工管理中心启动了

“新年心愿”大型公益活动，
为百名贫困家庭的孩子实现
新年心愿。14日，满载着新年
礼物的爱心车从本报报社出
发奔往栖霞，9名孩子收到礼
物后都爱不释手。

14日上午10点，满载礼物
的爱心车抵达栖霞，将46号邹
鑫宇、51号于菲菲、54号王小
之、59号王洋、60号林盛芳、61

号牟昱晓、62号牟春林、67号
王拥菊和69号张温悦的心愿
礼物分送到孩子们手中。拿到
礼物后，孩子们手舞足蹈，开
心极了。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开往

栖霞的爱心车是热心市民滕
先生的私家车，而滕先生本人
也认领了61号牟昱晓的心愿。
前不久，滕先生在报纸上看到
了牟昱晓想要一件棉衣和一
个书包的愿望后，第一时间打
来热线，承诺要满足孩子的小
小心愿，还说想去看看牟昱
晓。

今年10岁的牟昱晓在栖
霞凤翔小学读五年级，妈妈身
体不好，哥哥患有心脏病，家
里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一家
人的生活全靠父亲打零工维
持。14日中午，收到新衣服和
新书包，又见到了给自己送礼
物的叔叔，小小年纪的牟昱晓
主动跑过来跟滕先生拥抱表
示感谢。

爱心仍在继续。继招远、
海阳、莱阳、栖霞之后，本报
将继续组织工作人员统一把
礼物送到孩子们手上，传达好
心人的爱心。此外，更多礼物
已经由热心市民寄出，近日将
陆续送到孩子们家中。

姓名：许琳琳
家庭情况：许琳琳家住莱阳市谭格

庄镇大刘家村，今年13岁，许琳琳患有
心脏病，动过三次大手术，父亲患有血
管瘤，肝脏有囊肿，父母在家务农，一家
人的日子很清苦。

新年心愿：想要一部学习机帮助学
习。

119 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张龙辉
家庭情况：张龙辉家住莱阳穴坊

镇，父母离异，父亲手指残疾，无固定收
入，家里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需赡养。

新年心愿：想给爷爷奶奶买一套像
样的新衣服(爷爷身高1 . 7米，体重68公
斤；奶奶身高1 . 58米，体重50公斤)。

122 号号心心愿愿

穿上新衣服，牟昱晓兴奋地跑过来拥抱好心人滕先生。 本
报记者 金夏瑞 摄

本报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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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本报的报道后，福山
区常年照顾邻居的热心人仁先生
也想和家人一起登泰山。此外，忙
了一年的招远八方义工也想组团
登山。目前，泰山门票仅剩18张，赶
紧报名来领取吧！

“我想报名领泰山门票，趁年
前带家人一起出去旅游。”看到本
报的报道后，福山区常年照顾生病
邻居的仁先生致电本报，想在忙活
了一年后爬泰山放松下。

栖霞一中的王老师曾为福山
区患有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李
玮妍发起募捐，王老师想报名申领
门票，带着孩子一起爬泰山。

此外，常年为四川山区募集爱
心衣物的招远八方义工看到报道
后，也想“组团”登泰山迎新春。

汇聚正能量，岱顶迎新春，传
递中国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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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景区将向志愿
者以及山东好人提供1000张免费
门票，其中为烟台地区的好心人提
供名额50个。只要您是善良温暖、
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代表，有和公
益、慈善不得不说的温暖故事，都
可以申领泰山门票。

申领热线：15264520357，你也
可以发邮件至 s u n s h u y u s s y @
126 .com，说出您的故事并留下联
系方式，本报工作人员将与您联系
并送出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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