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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关注

殷殷树树山山夫夫妇妇6600年年的的““雷雷锋锋路路””
逢节必送社区老人礼品，捐助贫困学生，先后培养上千名“小雷锋”

连续20年，关顾社区“夕阳红”

塔山附近小区多是老小
区，不少楼房年龄已有六七十
年，所住居民更是有不少七旬
至九旬老人。殷树山夫妇已年
近九旬，帮助社区老人已有二
十个年头。单单是近16年，殷
树山夫妇赠给社区老人的爱
心菜就有几万斤。他们是真正
做到了“雨天送白菜，雪天送

萝卜”。
李爱珍今年已经90岁了，

是社区里的独居老人。2日，李
爱珍并不宽敞的家中，桌上摆
满糖豆及爆米花。“这些糖豆、
爆米花都是殷树山和刘彩凤
送来的”，李爱珍笑着说，逢年
过节，殷树山夫妇俩便会送来
节日礼品。“二月二送糖豆、龙

尾，端午节送粽子，中秋节送
月饼，重阳节送礼品或组织出
游，葡萄下来的季节送葡萄，
冬季送沙糖桔，雨天送白菜，
雪 天 送 萝 卜 ，过 年 送 饽
饽……”李爱珍细数起来。

李爱珍老人回忆起这些
年，她说，由于自己独自居住，
所以每年除夕夜，殷树山夫妇

都会前来陪她过年，一起看春
晚，一起守年夜。而自己每年
生病住院时，都是殷树山夫妇
带领社区老人轮流给自己送
饭、陪床。

其实，塔山社区内像李爱
珍这样被殷树山夫妇照顾的
老人有几十户，夫妇俩已经连
续20年照顾社区的老人。

“心头一暖”征稿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冯琳)

暖春三月，遇上“雷锋月”。气象台
记录了气温渐暖，您的心头是否也
记录了温暖瞬间。是否有哪一位街
坊邻居或陌生人不经意间做了件
您心头一暖的事情？您是否有一瞬
间的感动想要和大家分享？您是否
想在这个与雷锋有关的日子里，传
递着更多温暖？欢迎您向本报推荐
身边的好人好事，您可以和读者分
享自己做的一件好事，也可以是他
人温暖了你的一个举动。

本栏目有以下联系方式，电
话：18906310658；QQ:332899639。
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或QQ消息向
记者反映这些让您心头一暖的小
事，我们等待着你的消息。

“拎机一动”

“最美瞬间”征稿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王帅)

扶残疾人过马路、到福利院做义
工、为老人免费理发等，这些看似
平凡的行为处处诠释着雷锋精神。
一个微笑、一把雨中撑开的伞、一
个让出的公交车座位，这都在传递
着爱，这些小爱最终凝聚成城市的
强大正能量。

即日起，本报邀您加入“爱心
摄影师”行列，拍下城市的感人行
为，通过报纸向全城传播爱。您可
以使用手机或相机，捕捉身边的好
人好事，用镜头记录爱的瞬间。

本 次 活 动 投 稿 热 线 ：
18906310641，QQ：289179228，邮
箱：wangshuai399@126 .com，或@
本报今日威海留言。

在环翠楼街道办塔山
社区内，有一间塔山书屋，
虽然门面不大、装修简单，
但里面书籍、报刊齐全。这
间义务为公众服务的书屋
至今已有18个年头，一直由
社区老人殷树山及刘彩凤
夫妇打理。10几年来，先后
有上千名学生在夫妇俩的
带领下做义工，做好人好事
服务社会。除此之外，夫妇
俩连续60年来资助几百名
贫困学生，连续几十年给社
区老人节日送礼品，不少人
感叹，“住在塔山社区真幸
福！”

文/片 本报记者 冯琳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李孟霏)

你心中的“雷锋”是什么样子？从
今天起，本报特别开设留言板块，邀
请市民朋友谈谈你心目中的雷锋精
神是什么样子。

一丝微笑、一次让座、一次帮
忙……这些简简单单的举动，看似
微不足道的事儿，却是生命中点滴
的感动。如果你也曾被一个瞬间感
动，如果你也曾被某个人感动过，那
么不要吝啬你的留言和诉说，请与
我们联系吧，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温
暖、传递感动。可拨打热线电话
13156086565，或@齐鲁晚报今日威
海新浪官方微博与我们联系。

从7岁到70岁，60载资助几百位贫寒学子

除了照顾社区老人，殷树
山夫妇还常年资助贫困学子。
家住江家寨的赵杰就是其中的
一位。

赵杰自幼家境贫寒，从小
学三年级开始接受殷树山夫妇
的捐助，一直到他读完大学。像
赵杰这样的贫困学子，60年来，
殷树山夫妇已资助了几百位。

2日，赵杰的父亲赵先生

向记者讲述了殷树山夫妇是如
何帮助他们一家人的。赵杰读
小学时，赵先生身体不好，常年
在家里养病也不能赚钱，赵杰
的母亲当时也没有正式工作。
殷树山夫妇得知赵杰的情况
后，决定常年资助赵杰。

赵杰读小学和初中时，殷
树山夫妇每年资助500元钱，
读高中及大学时，夫妇俩每年

资助1000元钱。除此之外，夫
妇俩还时常给孩子买文具和零
食。在冬天赵杰没有棉衣穿时，
两位老人还会为他买羽绒服。

大学毕业后，赵杰选择从
军，报效国家。而如今，赵先生
身体逐渐康复，已经开始打工
赚钱，妻子也已谋得一份工作，
一家人的境遇渐渐宽裕起来。
每年赵杰回家探亲时，都一定

去拜访殷树山夫妇。
殷树山夫妇俩资助的第一

位学生彭寅生当年考入北京大
学，今年已70多岁，这位被殷
树山资助过的北大学子多年来
一直不忘恩情，虽身在北京，却
特意来威海探望两位恩人多
次。目前，在被殷树山夫妇资助
的学子当中，年龄最小的还在
读小学。

传承精神，培养上千名“小雷锋”

丛人是塔山中学初二四班
的班主任。在塔山中学做了14
年班主任，她先后带领400名学
生跟随殷树山夫妇做义工。而
20年来，殷树山夫妇先后带领
做义工的学生已有上千人。

丛老师坦言，十几年来，孩
子们通过做义工确实成长不
少。“像剪纸和捏面属这些民俗

艺术品和民俗食品，如果不是
到塔山书屋来，孩子们根本就
不会了解，更不会自己动手制
作”，丛老师说，孩子们在塔山
书屋学到的不只是如何制作，
还传承了雷锋精神，很多孩子
通过做义工，从娇生惯养的独
生子变为以奉献及帮助别人为
乐的小雷锋。目前，丛老师班里

有57人，其中30余名学生变成
了塔山书屋的“小雷锋”。

2月底，殷树山夫妇设立
“刘彩凤、殷树山爱心基金”，共
计1万元。3月2日上午，在塔山
书屋内，近20名塔山中学的学
生纷纷捐出自己的压岁钱，共
计2000余元，跟随殷树山夫妇
前往威海市儿童福利院做义

工。就读于塔山中学初二四班
的丁鑫，从上初中起便开始跟
随殷树山夫妇做义工。每个月，
他都会来塔山书屋一次，除了
学习民俗艺术品及民俗食品的
制作外，他还帮社区老人写春
联、送春联、打扫卫生、送年
货……像这样的义工活动，他
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塔山书屋内，每天有不少老人在家看报、闲聊,这里成了他们“第二个家”。

你心中的“雷锋”

是啥样？

威威海海口口腔腔医医院院新新大大楼楼奠奠基基
与威海市儿童医院、环翠区妇幼合建，预计2015年投入使用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李孟
霏 ) 2月28日上午9点58分，望
岛村北的一片空地上鞭炮齐鸣，
当天上午，威海口腔医院、威海
市儿童医院综合楼、环翠区妇幼
保健院合建项目举行奠基仪式。
新的办公楼位于望岛村北，预计
2015年底投入使用。

据了解，合建项目计划总投
资9876万元，规划占地3 . 1万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达 2 . 27万平
方米。主体建筑13层，开放床位
300张，是集医疗、教学、科研、
预防保健于一体的区域性中心
医院，计划2015年底投入使用。

医院建成后，将配置门急
诊、住院、医技、实验、全科医师
培训、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
床后期教学等功能用房，可为社
会提供日门急诊 20 万人次，年
住院3万人次，年手术5000台的
医疗服务，医院的建成将为市区
妇女儿童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
医疗保健服务，进一步满足不断
增长的医疗需求。

“口腔医院新院建成以后，
能更好的为患者和家属服务，而
威海儿童医院建设项目的正式
奠基也是标志性的大事，环翠区
妇幼保健院的新址建成也是促
进卫生事业发展的好事儿。将来

新医院大楼的建成，肯定能更好
的为威海人民服务。”威海口腔
医院的彭院长说。

据了解，目前位于海港路76
号的威海口腔医院于1992年11
月扩建，属于全民事业单位，至
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医院总
建筑面积 7600平方米，拥有开
放床位120张，固定资产3334万
元，其中医疗设备1800万元。现
有职工260多人，其中高级职称
26人，中级职称66人，是全市唯
一一所以口腔专科为主的，并设
有内科、外科、颈椎病科、脑血栓
科、心血管科、整形外科、耳鼻
喉、中医科、妇科等具有专业特

色的二级医院，是滨洲医学院实
践教学医院。多次被荣获威海市

“文明单位”,威海市医疗行风建

设“先进单位”，及“省级巾帼文
明示范岗”等荣誉称号。是职工
医疗保险、城镇医保定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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