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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爱的力量 公益在行动

小小年年当当天天，，3333个个孩孩子子收收到到礼礼物物
目前，龙口、海阳、蓬莱所有孩子的爱心礼物都已送达

强化输变电设备特巡

保供电

本报讯(通讯员 赵冬) 1月8

日晚，莱州市供电公司检修工区员
工利用红外线测温装置对35千伏
程曲线线路导线接头和变电设备
进行测温，为确保冬季用电高峰和
春节期间安全可靠供电打下坚实
基础。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孙淑玉 曲彦霖 金夏瑞 )

2 3日，齐鲁晚报烟台慈善
义工管理中心启动的“新年
心愿”大型公益活动完美收
官，春节前，本报将把所有好
心人及爱心企业为孩子们购
置的爱心礼物送到家。2 3日
小年当天，满载着礼物的爱
心车从报社出发开往蓬莱、
龙口、海阳、莱阳，目前，蓬
莱、龙口、海阳全部孩子的礼
物已经送达。

2 3日上午 1 0点，满载礼
物的爱心车抵达蓬莱，将105

号王腾，110号张亚楠，114号
隋浩东，118号王福林，120号
马宇晗，125战文立，142号孙
宏玮，147号刘洪坤，148号周
洪远，159号方学思的礼物送
到每个孩子手中。值得一提
的是，本次开往蓬莱、莱阳等
地的爱心车由烟台三城国际
酒店经理吕本政提供。

与此同时，由开发区好
心人王女士、开发区爱心企
业、好心人于韶辉和冷锋荣
提供的两辆电动三轮车和一
个写字桌也已送往海阳。

“有了电动三轮车，爸爸
做完透析，就不用走五六里
路到站坐车了。”16岁的于航
接到开发区爱心企业为家里
购置的电动三轮车时，新奇

地坐上去试了试手。
刘香淳一家收到开发区

好心人王女士准备的电动三
轮车时也很兴奋。香淳妈妈
好 奇 地 跟 师 傅 学 习 如 何 驾
驶，香淳试了试新棉衣，看着
粉色的轮滑鞋，眼神难以挪
开。面对陌生人的到来，羞涩
的刘香淳藏到妈妈身后，时
不时伸出头偷瞄几眼自己的
礼物。另外，好心人于韶辉和
冷锋荣为张红梅提供的写字
桌也已经送到孩子家中。

2 3 日 ，本 报 为 蓬 莱 、龙
口、莱阳、海阳共33名孩子送
去心愿礼物。目前，蓬莱、龙
口、海阳全部孩子的礼物已
经送达。爱心仍在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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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少礼
物 已 经 由 热 心 市 民 陆 续 寄
出，近日将送到孩子们家中。

尽管“新年心愿”活动已
经结束，但仍陆续有好心人
致电本报，想为孩子们实现

心愿。23日上午，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好心人为31号刘洋
捐 出 6 0 0 元 善 款 ，并 鼓 励 他

“困难是暂时的，一切会好起
来的”。8 8号董联庆、7 4号孙
祎、3 7号王玉菲也各收到开
发区爱心企业的500元红包。
此外，因部分孩子的心愿礼
物被认领后，还有好心人再
次认捐，本报刊出的新年心
愿 爱 心 榜 单 中 未 能 一 一 体
现，再次向所有好心人致敬。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 因为喘不上气，招远重症肌
无力患者马正丽绝大部分时间都
在和气闷抗争，她已经很久不能躺
在炕上睡觉了。爷爷和爸爸在几年
前意外去世，弟弟正读初中，生活
的重担就落在了妈妈身上。可前不
久，妈妈又查出肝硬化，她急求好
心人带妈妈看病(本报1月16日C08

版报道)。23日小年当天，招远八方
义工为23岁的马正丽送去米面油
等全套年货之余，还给她筹集了
4000多元善款。

23日上午，招远八方义工带着
米面油和肉、菜等年货来到马正丽
家中。除生活必需品外，细心的义
工还为马正丽一家买好了全套的
过年衣服及鞋子等。被大家的爱心
感动，此前有好心人捐赠的衣服尺
码不合适，马正丽的妈妈特意委托
义工转捐给有需要的人。

“谢谢你们，没有大家的帮忙
我早就绝望了。”因为气闷没法说
话的马正丽在纸上写下了感谢的
话。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感激之
情，马正丽一度哽咽着要给义工跪
下。

记者获悉，此次为马正丽一家
置办年货之余，招远八方义工还为
其筹集了4000多元善款，助力马正
丽和妈妈治病。同时，义工们也在
四处打听，想帮母女俩寻求更好的
治疗途径和场所。此前，烟台恒辉
宝骏汽车销售公司曾送来面粉和
食用油，看到马正丽一家的情况
后，承诺再捐出2000元钱。此外，马
正丽一家所在的村委也筹划于近
期开展募捐，帮帮这无助的一家
人。

如果您愿意帮帮马正丽，可
联系15264520357或直接汇款至
马正丽的账户，开户行：中国农
业银行招远支行张星分理处，卡
号：6228480268110993279。

下学期，莱阳12岁的李
佳蓬就没法坐校车上学了，
因为家里已经拿不出校车费
了。李佳蓬说，他想要一辆自
行车，方便上学。23日，记者
将好心人买的自行车送到李
佳蓬家中，完成了他的心愿。

记者了解到，李佳蓬今
年12岁，双胞胎姐姐和他在
一所学校念书，妈妈患有严
重的脊椎病，每天都要吃
药，大姐李翠翠正在上大
学，全家人只能靠父亲一人
种地过活，一家5口人一直
过着十分清苦的日子。下学
期，父母打算让他和双胞胎
姐姐一起走路去上学，因为
家里已经连两人的校车费
都交不起了，可李佳蓬的家

距离学校步行要半个多小
时，为了不耽误时间，也为
了给父母省钱，李佳蓬希望
能有辆自行车带着双胞胎
姐姐去上学。

李佳蓬的心愿刊出后，
好心人张先生认领了孩子的
心愿。23日，记者将自行车送
到了李佳蓬家中。收到自行
车，李佳蓬就迫不及待地打
开了包装。看着崭新的蓝色
变速自行车，李佳蓬说，有了
自行车他就能更方便地上学
了。随后，姐弟俩也不忘给好
心人张先生打去感谢电话。

此外，好心人曹女士还
为李佳蓬的双胞胎姐姐寄
去了新的羽绒服。

本报记者 金夏瑞

爱心涌向马正丽一家

义工送来全套年货

37号孩子的姐姐患病急需手术

众众人人爱爱心心接接力力助助她她治治病病
本报1月23日讯 (记者

孙淑玉 ) 齐鲁晚报烟台慈善
义工管理中心发起“新年心
愿”大型公益活动后，受到很
多热心市民的关注。日前，记
者接到37号孩子王玉菲家长
的求助，称玉菲姐姐子宫囊
肿疼得厉害急需手术。记者
随 后 与 毓 璜 顶 医 院 取 得 联
系，院方十分重视，协调为其
安排手术。23日记者获悉，玉
菲姐姐的手术已顺利结束，

现在已出院回家。
海阳的王玉菲今年9岁，

爸爸在2010年遭遇车祸，至今
不能干重活，姐姐正读大学，一
家人靠妈妈种地维持生活。临
近春节，9岁的王玉菲最大的心
愿是要个毛绒娃娃。好心人陈
女士认领了玉菲的心愿后，在
第一时间将可爱的毛绒玩具寄
到了王玉菲家中。

“孩子姐姐肚子疼得厉害，
能不能帮忙联系下医院？”日

前，记者接到王玉菲妈妈的求
助电话称，正读大二的王玉燕
近期肚子疼得厉害，到医院检
查后发现子宫有囊肿，急需手
术，希望本报能帮忙联系烟台
的医院进行手术。

记者随即和毓璜顶医院
取得联系，在了解了王玉菲
一家的情况后，院方在妇科
病床紧张的情况下尽全力协
调，确保了王玉燕及时入院
进行手术。

20日，王玉燕接受手术。据
毓璜顶医院妇科主任王彦介
绍，手术切除了约20厘米的卵
巢冠囊肿和4厘米的左侧卵巢
粘液性囊肿。所幸，囊肿均为良
性。23日，记者获悉王玉艳已顺
利出院返回老家休养。

得知王玉燕手术的费用均
是从老家借来的，已资助王玉
菲上学的扬帆助学服务队义工
再次送来2500元善款，助力王
玉燕治疗。

无论你是想帮助他人的爱
心人士，还是需要爱心救助，都可
以和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在这里
汇聚爱心力量，搭建公益平台，传
递“烟台正能量”。

公益热线：15264520357

今日烟台公益群：286017661
238102741

爱心征集令

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

圆梦花絮

学习成绩优异又懂
事，只因家庭贫困每天只
能缩在炕上写作业，海阳
的张红梅最大的心愿是想
要个书桌。23日，在义工的
帮助下，记者将好心人捐
出的书桌送到了张红梅手
中。收到崭新的书桌，孩
子激动地端坐在桌子前，
连称“这个书桌太好了，
都不知道怎么用了”。

海阳市留格庄镇王家
泊村的张红梅今年读初
四，78岁的父亲患有胃病，
没有劳动能力，母亲4 9岁
腿部有残疾，一家人挤在
破旧的老屋内生活。冬天
屋里很冷，爱学习的张红
梅只能缩在炕上写作业。

临近春节，她最大的心愿
是能有个书桌方便写作
业。

张红梅的小小心愿触
动了好心人。23日，好心人
于韶辉、冷锋荣捐出2 0 0 0

元钱，认领了张红梅及另
外多个孩子的心愿。

23日下午，记者在扬帆
助学服务队义工的帮助下，
将爱心书桌送到了张红梅
家中。书桌刚一搬到院子
里，张红梅就激动地端坐在
桌子前，还连连感叹桌子太
好了。除了收到书桌外，张
红梅还收到于韶辉、冷锋荣
提供的500元爱心红包。

本报记者 曲彦霖
孙淑玉

张红梅：

“这个书桌太好了，都不知道怎么用了”

李佳蓬：

“有了自行车，就能方便上学了”

收到电动三轮车，于航说爸爸以后去做透析了就方便了。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新年心愿
为百名贫困儿童圆梦

追踪报道


	J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