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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件新棉衣

送给困难家庭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 此前，好心人孙女士通过本
报公益平台送出百余件全新的棉
衣，想捐给有需要的人。本报与招
远八方义工、扬帆助学等义工服务
队联系后，义工已陆续将这批衣物
送到了贫困家庭和大学生手中。

“这些衣服都是全新的，可以
送给老人或者孩子。”春节前夕，芝
罘区做生意的孙女士致电本报“公
益热线”称，自家抵债抵来百余件
棉衣，想借助本报公益平台送给有
需要的人。孙女士说，这批衣物号
码偏小，多为深紫色棉衣，可送给
体型偏小的人穿。

“只要确实有需要送给谁都可
以，你们看着办吧。”随后，孙女士
的家人将这批衣物送到了本报。在
和招远八方义工、扬帆助学服务队
联系后，义工们趁着春节前夕进行
走访调查，很快确定了需要帮扶的
名单。

近日，扬帆助学服务队的义工
将最后三件衣物送到了受助大学
生手中，拿到衣物后孩子们忍不住
上身试穿。此外，义工还在春节期
间分赴海阳、福山等地的贫困家庭
为他们送去爱心棉衣。而招远八方
义工则主要将衣物送往敬老院的
老人和贫困家庭手中。

让家中的闲物

漂流起来吧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 春天来了，您还在为小棚里
堆满东西发愁么？您还在为家里塞
满旧物烦躁么？您还在为舍不得扔
留着又没用伤脑筋么？本报“闲物
送人”栏目就是为您解决闲物之忧
的，如果您家里有闲物用不着，又
愿意送给需要的人，那就赶紧和我
们联系吧。

经过一年的漂流，我们先后为
近20个孩子寻到了提高成绩的学
习机、点读机，还为不少孩子寻到
了学英语所需的复读机。此外，热
心人还先后送出饮水机、VCD等。
春天来了，让家中的闲物再次漂流
起来吧。

如果您愿意将手中用不上的
物品送人，标明捐赠条件后待有需
要的市民联系，我们会在第一时间
通知您。如果您确实需要某个小物
件，您也可以致电我们“求问”，待
有好心人回应，我们也会快速通知
您。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您手中的
“废品”没准就是别人眼里的宝贝
呢！如有需要或想送出某个物品，
请将物品信息、您所在区域、姓名
及联系方式发短信至15264520357。

本报讯(通讯员 韩天麒) 为
进一步提升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数
据可用率，促进业务流程规范化与
精细化，2月25日，国网龙口市供电
公司组织供电所专责人进行用电
信息采集集中培训。

组织开展用电

信息采集集中培训

““我我们们想想为为孩孩子子多多留留一一天天妈妈妈妈””
被癌症妈妈义捐角膜的故事感动，不少好心人捐善款支偏方

热热心心人人捐捐面面膜膜义义卖卖

为为捐捐衣衣活活动动筹筹运运费费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李静 ) 感
念招远八方义工长期为山区
的 贫 困 孩 子 及 家 庭 募 集 衣
物，福山区一位好心店主捐
出6100片面膜义卖，为捐衣活
动及随后的救助帮扶筹集运
费和善款。

考虑到山区需要，招远八
方义工长期为山区的贫困家庭
募集衣物，重新清洁整理后定
期统一发往山区。此前本报也
曾先后联合招远八方义工为四
川大凉山区募集衣物，受到市
民的强烈关注。

感念招远八方义工长期为

山区的孩子及贫困家庭募集衣
物，福山丰源达商贸有限公司
的姜玲女士捐出6100片面膜用
于义卖，帮衬义工筹集发送衣
物的运费及后期帮扶困难家
庭。姜女士表示，她愿意长期捐
出化妆品义卖，考虑到义工们
没时间天天义卖，姜女士还积
极联系市区商场设立爱心专
柜，定向帮扶义工们的爱心活
动。

此外，招远一家零食店
也 正 考 虑 在 店 内 设 置 爱 心
箱，从每笔销售额中抽出0 . 5

元作为善款，支持义工们的
公益活动。

国网龙口市供电公司

爱心接力

追踪报道

徐徐翔翔宇宇已已收收到到

99770000元元善善款款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

孙淑玉) 13岁的徐翔宇春节
前被查出白血病，连续三期的
化疗让这个原本活泼的孩子
掉光了头发。和姐姐配型成功
后，16日，徐翔宇再次赶赴青
岛接受第四期化疗，可高昂的
治疗费让一家人陷入困境(本
报2月18日C11版报道 )。看到
本报的报道后，热心市民纷纷
捐款助力徐翔宇治疗。

“徐翔宇怎么样了？有空
我们想去看看他。”近日，看到
本报的报道后，家住芝罘区的
徐女士致电本报“公益热线”
称，想和朋友一起探望徐翔宇

并给予一定帮助。还有不少民
在QQ群、朋友圈内转发本报
的相关报道，呼吁亲朋好友为
徐翔宇筹救命钱。网名为“鲁
冰花姐姐”的鼎丰助学服务队
义工汇出500元善款，助力其
治疗。更有很多不愿透露姓名
的好心人悄悄捐钱。记者获
悉，目前，徐翔宇病情稳定，热
心人已先后汇去9700元善款。

如果您愿意帮帮徐翔宇，
可与我们联系：15264520357，
或直接汇款至其母亲徐秀芹
的 农 业 银 行 账 户 ：
6228480266383255665，开户行
为农业银行海阳支行。

追踪报道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李静 ) 女儿
从9岁开始做小义工，尽己所能
帮助他人，当34岁的李丽查出
患有直肠癌晚期时，小义工圈
里的伙伴和热心人又纷纷伸出
援手，“反哺”这位默默支持女
儿做公益的妈妈。感念大伙的
善心，病中的李丽毅然决定捐
出眼角膜回馈社会(本报2月17

日A05版报道)。被爱心妈妈李

丽所感动，近日不断有好心人
到医院探望并送去善款。

26日，记者从刘颖爸爸处
获悉，李丽目前身体状况不佳，
吃不下饭不说，喝口水都会吐，
大部分时候都似睡非睡。

李丽的病情牵动着不少热
心市民的心，近日不断有外地
读者看到报道后，致电本报“公
益热线”为其支招偏方，“我们
就希望能为懂事的刘颖多留一

天妈妈，让这对有爱心的母女
能相守得久一点。”一位热心人
说。

热心人高先生到医院看望
了李丽后，悄悄留下600元善款
转身就走了。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东北好心人留下500元善
款帮助李丽治疗。

“孩子妈妈看到照片可高
兴了，谢谢大家一直惦记着我
们家。”刘颖的爸爸说。26日，记

者洗出了此前采访时拍摄的母
女俩相守的照片，送到李丽手
中，病床上依然难受的她看到
照片后默默摩挲了很久，她再
三嘱咐丈夫，一定要谢谢这些
帮助过他们一家的人。

据悉，被李丽和刘颖的爱
心所打动，市慈善总会“关爱生
命 慈善行动”救助项目还将
李丽列为首批救助对象，为李
丽送去1万元善款。

小刘颖十
分懂事，陪伴妈
妈的时候总会
为妈妈捶腰捏
肩做按摩。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本本报报联联合合市市慈慈善善总总会会

寻寻找找1100位位爱爱心心妈妈妈妈

公益直通车
烟台正能量 齐鲁是一家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李静 ) 常年
陪着义工女儿做公益，患癌症
后受到帮助又毅然捐出眼角膜
回馈社会，开发区爱心妈妈李
丽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临近

“三八”妇女节，本报联合市慈

善总会寻找10位热心公益的爱
心妈妈，如果您身边有合适的
人选，赶紧和我们联系吧，电
话：15264520357。

岁月如刀，催老了妈妈们
的容颜，却削不掉拳拳爱意；或
是一句叮咛，或是几个问候的
电话，或是悄悄送来的几个小
物件，妈妈的细心和体贴环绕
左右，让我们无时无刻不体味
着温暖与感动。

关爱自家孩子之余，我们
身边还有这样一些妈妈，她们
默默付出，或长期关注守望在

贫困中的困难家庭，或多年如
一日守护着上学的孩子们，或
在工作之余悄悄为残障儿童送
去温暖与关爱，也或者只是带
着有孩子参与慈善与公益。她
们身上涌动着的不仅仅是拳拳
母爱，更有公益和慈善的温暖
之光，鼓励我们在爱的路上走
得更远。

临近“三八”妇女节，本报
联合市慈善总会寻找10位爱心
妈妈，只要热心公益，有自己独
特而温暖的爱心故事就有机会
获评。不论年轻或年长，不论参

与公益的年限，或是孩子的妈
妈，或是更宽泛意义上的爱心

“妈妈”，只要故事里有爱，有关
爱他人和社会的细节，都可参
与其中。

成长路上，那些与爱有关
的故事必将存留在我们的记忆
中，并伴着我们前行，如果您身
边有有爱心的女性，就赶紧和
我们分享她，们的感人故事吧。
届时，本报将从推荐名单中选
出10名突出对象，由慈善总会
单独颁发证书，获奖的爱心妈
妈们还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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