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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正能量 齐鲁是一家

拿拿出出部部分分福福利利费费，，用用来来做做公公益益
3年多来，烟台城市人家装饰有限公司已定向资助了30多个贫困生

义务指挥交通

倡导文明出行
本报4月17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19日-20日上午9点，在南大街
和解放路路口，平安社区义工服务
队的义工将继续走上街头，指挥交
通并向行人宣讲文明出行知识，如
愿意参与其中，您可直接报名。

每逢周末，在南大街和解放路
交叉路口，有这样一群人的身影格
外引人注目，他们身穿义工服，跟
随交警对过往行人进行疏导，协助
交警维持交通秩序，保障市民文明
出行，他们就是平安社区的义工
们。

19日-20日上午9点，平安社区
义工服务队的义工将坚守在他们
常年守护的路口，继续向行人宣讲
知识、协助交警指挥交通。“文明出
行关乎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安危，
一刻都不能放松。”服务队负责人
王培海说，义工们已经风雨无阻坚
持了很多年，希望有更多市民加入
其中，为文明出行出力。

本次活动主要是协助交警维
持交通秩序，倡导行人遵守交通规
则。在等待红灯的过程中，义工还
会向行人宣传文明出行知识。如愿
意参与，可联系：15306457012。

100本《弟子规》

想送给好心人
本报4月17日讯 (记者 孙

淑玉 ) 为回馈好心人的善心，
蒲公英公益组织烟台站印发了
100本《弟子规》，想送给好心人。
如有需要，赶紧联系吧。

去年，蒲公英公益组织烟
台站的“白云”，组织了好心人
到贵州山区走访调查。被贫困
孩子的生存状况震撼，回到烟
台后，“白云”和她的蒲公英公
益团队多次组织义卖活动，为
孩子们筹集善款。

在为港城好心人和贵州
山区孩子对接的过程中，“白
云”被一次次感动。感念热心
人的善心，蒲公英公益组织烟
台站特印发 1 0 0本《弟子规》，
想送给好心人，如有需要赶紧
联系吧，电话：13468455880。

50名失独老人

到国露寺踏青

本报4月17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 4月13日，共青团烟台市委，
烟台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山东普
觉公益基金会组织50名失独老人
去国露(峆 )寺踏青。据了解，普
觉公益基金今年将失独老人纳入
救助范围，已无偿送出2000多份人
身意外保险，还将定期组织失独
老人出游。

4月13日，来自烟台各行业的
40多名志愿者及山东普觉公益基
金会、国露 (峆 )寺的十多位义
工，陪同50名失独老人一起游览了
这座千年古刹。

活动中，山东普觉公益基金
会还邀请了五位来自中医院、开
发区医院及市区内知名诊所的医
师，为老人们义务诊疗，并免费发
放部分常用药物。

本报4月1 7日讯 (记者
孙淑玉 ) 把员工聚餐、过生
日等的福利费用拿出来做公
益，坚持关注海阳一所小学多
年，每年定点资助10余名小学
生，做公益这些年来，烟台城
市人家装饰有限公司的员工
渐渐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放
假期间，员工们会单独抽空前
去看望或干脆直接把孩子接
来市区玩。

烟台城市人家装饰有限
公 司 总 经 理 郭 志 宏 告 诉 记
者，每逢员工生日或活动日
等，公司都会拿出专门的福
利费用聚餐、准备礼物。“大
家 凑 在 一 起 吃 喝 虽 然 很 热
闹，但总觉得少点什么。”2011

年，郭志宏和几个员工商量
过后，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不
如从这笔费用中抽出部分做
公益，这样既能团结员工，还
能帮助困难家庭。

说做就做，通过朋友找
到扬帆助学服务队后，郭志
宏和他的团队利用周末赶赴
海阳、栖霞等地中小学走访。
得 知 部 分 农 村 学 校 桌 椅 破
旧，他立即捐出公司采购的
部分桌椅，并在员工内部发
起倡议，一起凑钱为孩子们
买学习用品。

除定期为孩子们送去文
具 、课 外 书 和 桌 椅 之 外 ，自
2011年起，公司每年还会从海
阳西山头小学定点选取10余
名贫困学生进行资助。截至

目前，已经资助了 3 0多个孩
子。在给予经济资助外，公司
员工也会和孩子们保持长期
联系，给予他们更多精神上
的鼓励。赶上公司有活动或
是节假日，员工们还会把受
助孩子接到市区玩。

除定向资助海阳西山头小
学外，烟台城市人家装饰有限
公司还曾资助了海阳盘石中
学、栖霞桃村中小学的部分孩

子。
助学3年多来，坚持看望贫

困孩子成了员工们的习惯。更
多影响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
得知烟台城市人家装饰有限公
司在做的事情后，员工们周围
的亲朋也受到感染，加入了做
公益的行列中。

在关注孩子们上学之余，
逢年过节，烟台城市人家装饰
有限公司的员工还会到敬老院

或老年公寓陪老人们聊天，为
老人们送去更多精神上的慰
藉。

“城市人家在烟台将近10

年了，受到很多信任和帮助，
参与公益也是我们回馈社会
的一种方式。”郭志宏说，相比
其他企业，这些年他们做的很
有限，今后，他们会继续助学，
关注老人和孩子，尽己所能参
与公益。

翔翔翔翔确确诊诊为为淋淋巴巴瘤瘤
已加大化疗剂量，预计18日确定治疗方案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孙淑玉 ) 一个月来反复发
烧，牟平3岁的翔翔(化名)肚
子肿得如篮球般大小不说，
腿部、胳膊等也都肿了起来。
辗转滨医烟台附院、毓璜顶
医院和北京儿童医院一个
月，花费10万余元仍未确诊
(本报4月16日C19版报道)。17

日，记者获悉，经过北京多家
医院会诊，翔翔最终被确诊
为T细胞淋巴瘤，目前已加
大了化疗剂量，预计18日可
最终确定治疗方案。

“翔翔的病情有好转
么？看着孩子遭罪我们也跟
着揪心。”连日来，不少热心
市民致电本报“公益热线”，
想为翔翔的病情支招。

更多热心人则在关心
之余，默默通过银行汇款，希
望能帮3岁的翔翔早日摆脱
病魔的侵袭。热心市民林娟、
王慰莉分别通过银行汇出
200元、100元善款，助力翔翔
治疗，更多热心市民选择悄
悄汇款，给翔翔带去更多生
的希望。

“翔翔现在浮肿减轻了
些，精神头也好了点。”翔翔
妈妈于双双告诉记者，小剂
量化疗两天后，翔翔全身水
肿情况略有减轻。

1 7日，记者获悉，经过

北京多家医院会诊，翔翔最
终被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
目前已加大了化疗剂量，预
计 1 8日可最终确定治疗方
案。

“谢谢好心人的关注，
没想到牵动了这么多人的
心。”于双双告诉记者，医生
称T 细胞淋巴瘤有治愈的
可能，尽管住院期间已经花
费10万多元，但为了孩子全
家人会尽力走下去。

如果您愿意帮帮这个3

岁的孩子，您可以和我们联
系：15264520357，或直接汇款
到于双双的中国农业银行账
号：6228480266120749269，开
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烟
台分行牟平区支行工商大街
支行。

追踪报道

拿到资助款后，烟台城市人家装饰有限公司的员工会在第一时间交到学生家长手中。 (受访者供图)

周六到老年公寓

陪老人唠嗑去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孙淑玉)

19日上午，齐鲁晚报烟台慈善义
工管理中心的大学生义工将走进温
暖老年公寓，陪老人聊天、给老人表
演节目。如想参与，可赶紧报名，电
话：15264520357。

守在老年公寓里，身边多是迟
暮的同龄人，老人们的日子在一天
天过，生活里的惊喜和喜悦却在一
天天变少。

或是一份充满寓意的小礼品，
或是一段即兴的表演，只要有心，都
会给孤寂的老人带来足够的安慰。
19日（本周六）上午，齐鲁晚报烟台
慈善义工管理中心的大学生义工将
走进温暖老年公寓，陪老人聊天、给
老人表演节目。

据悉，齐鲁晚报烟台慈善义工
管理中心自去年12月12日成立以
来，吸引了不少社会爱心人士加
入，滨州医学院爱心天使志愿团近
50名大学生，已陆续报名加入到义
工的大家庭中来。

活动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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