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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新年心愿 认领人

87 志 浩 新衣服 李女士

88 刘孟瑶 保暖内衣 李女士

89 王瑞祥 新书包 匿 名

90 董彧安 新书包、《动物王国》 杨女士

91 姜易男 电视 孙先生

92 赵政琦 学习用品 柳女士

93 李 娜 羽绒服、运动鞋、学习用品 王女士

94 宋昌佳 羽绒服、运动鞋、学习用品 王女士

95 高雅菲 新衣服 李女士

96 孙梦婷 钢笔、学习工具 林女士

97 仇浩宇 新笔袋、保暖内衣 孙先生

98 毛琪嘉 词典 崔胜利

99 王延辉 棉衣 孙永君

100 曲苹苹 自行车 于维平

101 曲 瑶 书包、文具盒 孙永君

102 尚荣梅 一套课外读物 孙永君

103 孔德全 自行车 李先生

104 曲子涵 御寒的棉衣 孙永君

105 王 腾 给爷爷买件新衣服 宁女士、康先生等4人

106 林凤豪 新衣服 姜福越

107 张 帅 新书包、作文书 姜福越

108 孙良雳 变速自行车 于韶辉、冷锋荣

109 张巧悦 自行车 开发区康宝幼儿园、宁女士（1000元）

110 张亚楠 新衣服 孙 静

111 刘志凯 旅游鞋、牛奶 藏女士

112 赵 棋 瑞丁椅矫正坐姿 开发区某爱心企业

113 薛诚洋 新衣服 匿 名

114 隋浩东 学习用品 李先生（200元）

115 迟仁浩 运动鞋、新衣服 曲女士

116 徐 韶 给爸爸买保暖衣 崔女士

117 吕双良 机顶盒 开发区某爱心企业

118 王福林 新衣服、书包 薛先生

119 许琳琳 学习机 胡仕宁

120 马宇晗 成语故事书 李宁、李先生（200元）

121 于晓雯 羽绒服 赵女士

122 张龙辉 给爷爷奶奶买套新衣服 赵女士

123 张 樱 新衣服 杨女士等3人

124 高新宇 复读机 林女士

125 战文立 学习机 徐忠敏

126 李海龙 《铠甲勇士》和《奥特曼》的影碟 莱州桃源山庄老年公寓

127 李浩瑛 自行车 莱州桃源山庄老年公寓

128 于泽洋 电视机 莱州桃源山庄老年公寓

129 李窈萱 自行车 莱州桃源山庄老年公寓

130 孙民辉 给爸爸买条裤子 莱州桃源山庄老年公寓

131 刘小全 书包、新衣服 莱州桃源山庄老年公寓

132 包敬通 两套衣服、两根拐杖 孙启隆等4人

133 潘 岩 自行车 莱州桃源山庄老年公寓

134 张宗泽 手机 莱州桃源山庄老年公寓

135 贾凯翔 学习机 莱州桃源山庄老年公寓

136 李晓杰 给姥姥买套新衣服 莱州桃源山庄老年公寓

137 刘明月 新书包、作文书 莱州桃源山庄老年公寓

138 唐嘉乐 豆浆机 莱州桃源山庄老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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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和本子 孙祖强

5 兰金成 新书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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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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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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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用品 郎女士

30 董 爽 新衣服 刘女士

31 刘 洋 裙子 匿 名

32 赵梦琪 两件新衣服 马女士

33 张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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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智类玩具 祝先生

139 吕昆丽 送父亲一套运动服 于韶辉、冷锋荣

140 姜红梅 一件羽绒服 李 莉

141 盖新琦 学步车 侯先生

142 孙宏玮 学习机 李女士

143 邵银坤 《十万个为什么》、书包 胡先生、顾女士

144 孙菁尉 笔袋、学习用品 顾女士

145 李昌原 《十万个为什么》、书包 胡先生

146 赵慧慧 四大名著、新衣服 高鸿雁

147 刘宏坤 新衣服 梁女士

148 周洪远 自行车 宋先生

149 王一清 《十万个为什么》 胡仕宁

150 曲可杰 新衣服、书包 张先生

151 姜小雨 新书包、文具盒 王女士

152 杨佳丽 新衣服 单义博

153 刘佳溢 智力玩具 匿 名

154 刘芳汝 《豌豆笑话全集》 姜女士

155 赵轩艺 儿童轮椅 车女士等15人

156 陶昱洁 黑色运动鞋 吕咏萍

157 赵蒙纳 自行车 蔄女士

158 曾一峰 音乐玩具 车女士等15人

159 方学思 学习机 恒达置业

160 姚荟苹 新书包 王女士

161 刘铭昕 新书包、文具盒 王女士

162 姚 斌 新书包 王女士

163 霍光璨 新鞋 恒达置业

164 郭晓妍 给爸爸买件衣服 张先生

165 栾竹名 新衣服 张先生

166 张红梅 写字桌 于韶辉、冷锋荣

167 陈 浩 羽绒服 乔先生

168 刘学友、刘学成 自行车、新衣服 于韶辉、冷锋荣

169 安俊艳 新衣服、新鞋 孙女士

170 张 婧 新衣服、新鞋 金先生

171 刘志浩 羽绒服 陈女士

172 迟瑞杰 新衣服、作文书 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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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年心愿”大型公益活动完美收官

咱咱们们帮帮117722个个孩孩子子实实现现了了心心愿愿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孙淑
玉 曲彦霖 金夏瑞) 齐鲁晚
报烟台慈善义工管理中心在2013

年12月17日启动了“新年心愿”大
型公益活动，旨在为百名贫困儿
童实现新年愿望。本次活动一经
启动，便引起港城热心市民的热
烈响应，截至1月22日，本报共报
道了172名孩子的心愿，现在所有

孩子的心愿全部被认领完毕，至
此本次活动完美收官。

本报启动的“新年心愿”大
型公益活动从烟台市六区一直
延伸到莱阳、莱州、龙口、招远、
海阳、栖霞、蓬莱等县市区，共征
集了172名贫困儿童的新年愿望，
为孩子们建起愿望树的同时还
搭起实现愿望的桥梁，为好心人
的认捐提供平台。

这些家庭困难且勤奋上进
的孩子，心中都藏着小小的愿
望，也有着让人感动的故事，所
有贫困孩子的信息在本报刊登
后，都牵动着热心市民的心。一

位好心人说，“这个活动很温暖，
帮孩子实现愿望的同时也为我
们提供了做公益的机会。”自本
次大型公益活动启动后，便掀起
一股认领新年心愿的热潮。烟台
不少爱心企业和好心人抢认孩
子心愿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或
是几个人抢认一个心愿，或是一
个好心人同时认领多个孩子的
心愿，活动期间，本报公益热线
更是一直响不停，十分火爆。

“感谢叔叔阿姨为我买的
礼物！”当一辆辆满载爱心礼物
的车辆驶往孩子们的住处或学
校时，他们兴奋的神情让人难

以忘怀，这些朴实的孩子只能
用最简单的话语对关心他们的
好心人表达谢意。

截至2014年1月22日，齐鲁
晚报烟台慈善义工管理中心
启动的“新年心愿”大型公益
活动圆满结束，活动共为 1 7 2

名贫困儿童实现心愿。
感谢积极参与本次活动的爱

心企业和热心市民，你们的爱心
让孩子们的笑容更加灿烂，你们
的爱心让港城的这个冬天格外温
暖。本报“新年心愿”活动虽已结
束，但爱心路远，公益路上我们邀
您继续同行。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董波 ) 春节前夕，海阳市供
电公司通过巡视、明察暗访等方
式，加强对节日期间执行廉洁自律
规定情况的监督检查，并专门设立
公开监督电话，努力营造风清气正
的良好氛围。

加强监督检查

确保廉政过节

国网海阳市供电公司

41 黄小强 新书包 陈女士

42 仲晓娜 新衣服 车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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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滑鞋 匿 名

51 于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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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先生、张女士

54 王小之 新棉鞋 李 财

55 曲文粲 给奶奶买件新衣服 匿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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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王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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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绒服 宋女士

63 戚欣宇 新衣服 刘 喆

64 于孟琛 希望爷爷能有一套保暖衣 于海防

65 董 明 希望母亲能有一件羽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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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峰

71 刘香淳 电动三轮车、溜冰鞋 王女士，匿名

72 鲁一凡 想要套沈石溪的儿童小说 栾女士

73 崔玉安 想给继母要件新棉袄 米豪川

74 孙 袆 想要一套福尔摩斯全集 杨女士

75 于 航 电动车、新鞋 开发区某爱心企业、徐先生

76 王 岩 电视机 张女士

77 王俊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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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衣服 李 虹

84 栾嘉慧 给爸爸买件新衣服 石女士

85 朱福临 新运动鞋 周先生

86 董联庆 豆浆机 姜女士

新年心愿
为百名贫困儿童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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