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孩子都是

第一次来日照市区

24 日中午 12 点 30 分，爱
心车辆准时驶进东港区三庄
镇竖旗小学，孩子们在老师的
带领下有序登车。据介绍，竖
旗小学总共有四百余个学生，
其中留守儿童占将近三分之
一，而且还有很多单亲家庭的
孩子。

这一次“汇聚爱心 传递
温暖”将走进大润发超市，一
改之前志愿者给选择礼物的
方式，让孩子们自己选择想要
的东西，“可以给自己选择，也
可给亲人、朋友选择。”志愿者
对孩子们说。

刚走进大润发超市，孩子
们显得比较拘谨，“对大多数
孩子来说别说进超市，来日照
都是第一次。”竖旗小学带队
老师范丰林说。

别人给了一本书

已经十分破旧了

9 个安利志愿者不仅要保
证孩子们的安全，还要帮助孩
子们买东西。刚走进超市，孩
子们都紧紧地攥着安利志愿
者的手。第一站孩子们先来到
图书的专柜，“第一次见这么
多书，真的可以随便挑吗？”一
孩子带着怀疑的眼光问安利
志愿者。

孩子们挑选着自己喜欢
看的书，尤其是儿童读物里，
孩子们更是趴在那就读起来。

“我家里有本，但是别人给的
都已经很旧了。”一孩子趴在
一本作文书前边仿佛忘记了
这次来的目的。

想要一些好吃的

和奶奶弟弟分享

在志愿者们的带领下，孩
子们陆续来到卖衣服和鞋子
等地。漂亮的衣服让这些孩子
们有些流连忘返。今年 11 岁的
孔袁园，并没有跟着志愿者走
到儿童衣服区，而是让志愿者
带着去了成年人专柜。“我想
先给妈妈买件衣服。”孔袁园
小声的说。孔袁圆说，由于家
里比较贫困，平时自己都很少
穿上新衣服，更别说母亲了。

“妈妈很少给自己买衣
服，我几乎没见妈妈穿过新衣

服。”孔袁圆说。本想给妈妈买
点吃的，可考虑到衣服能穿的
更长久一些，孔袁园就给妈妈
买了一身衣服。

刘云今年 13 岁，家里还有
个弟弟，奶奶也已经 80 岁了，
家里主要靠爸爸支撑着。她来
到超市后，首先选择了一些零
食，“回去可以和弟弟奶奶一
起吃，他们都没吃过这些东
西。”刘云说。

书、衣服、零食、玩具，孩
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选择
着自己想要的物品。随着时间
的推进，孩子们也开始慢慢放
开，也与志愿者有了主动的交
流。超市工作人员得知活动是
为了帮助贫困儿童时，也给予
了最大方便。

孩子们选礼物

首先想到家人

范丰林介绍，这样带孩子
们出来购物还是第一次，“孩
子们不仅能买到自己想要的
东西，对他们来说也能开一下
眼界，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而
不是被动的接受，对孩子们的
自信心也是一种提升。”范丰
林说。

安利志愿者杨春华不仅
帮助孩子们，用她自己的话说
对她们也是一种启发。“这些
孩子们真懂事，挺不容易的。”
杨春华说，“他们首先能想到
家人，不是一味只想着自己。”

经过一个半小时选择，孩
子们都是满载而归，购物筐里
有书、有衣服、有玩具，孩子们
也露出了略带腼腆的微笑。

本报 5 月 29 日讯(记者 彭彦
伟) 23 日，2014 年“打击传销进校
园”宣传活动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
院，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由日照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日照市公安局
等单位主办，安利(中国)日用品有
限公司协办，目的就是让在校学生
充分认识传销、远离传销、净化校
园。

记者了解到，传销作为一种非
法经营的活动，在近些年有了一个
新的特点，就是利用网络从事传销
的行为越来越明显，不过传销的几
个形式依然没有发生变化：拉人
头、收入门费、团队计酬等。大学生
对网络的应用非常普遍，同时他们
接受新事物的速度非常快，但是由
于社会经验的不足，使得他们很容
易上当受骗，而“打击传销进校园”
活动就是要在大学生当中形成一
种抵制传销的常态行为，净化校
园，使得校园里没有传销生存的土
壤和环境。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作
为本次活动的协办单位，主要目的
就是配合工商、公安部门普及宣传
打击传销相关法律法规及知识，让
广大在校学生认清传销的概念、本
质、目的、流程以及危害，最终增强
他们抵制传销的警惕意识，提高防
范传销的辨别能力。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日
照分公司负责人谭克峰告诉记者，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
大型美资日化生产销售企业，在
2006 年获得国家颁发的直销经营
许可证，目前主要通过直销、店销、
经销等多元化渠道为消费者提供
产品和服务，公司对待大学生有着
明确规定：不接受全日制在校学生
的加入申请，直销员在加入时，均
须与公司签订推销合同，合同条款
中明文规定，申请人必须保证身份
符合法律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
保证提供的资料真实可靠，原因就
是，在校学生应该以学习为重，过
早地投入经营性活动，必定会分散
精力，贻误学业。

宣传进大学校园

让学生远离传销

安利志愿者送关爱，16 个竖旗小学贫困儿童走进超市选礼物

六六一一节节礼礼物物是是给给妈妈妈妈买买身身衣衣服服
文/片 本报记者 彭彦伟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汇聚爱心 传递温暖”安利志愿者关爱大行动第二期走进东港区三庄镇竖旗小
学，16 个贫困儿童第一次来到日照市区，第一次走进大润发超市，自己选择礼物。“我想给妈妈买件衣服，她从
来不舍得给自己买衣服。”五年级的孔袁圆说。

很多孩子还是第一见到这么多好吃的。

2014 年 5 月 24 日，“因动而悦
全新奔腾 B70 日照福士 4S 店、莒县
和腾 4S 店上市发布会”在日照奔腾
福士展厅如期举行，来自日照及莒
县的一汽奔腾意向客户、主流媒体
以及店内领导共同参加了本次活
动。发布会结束后，还进行了户外新
车试驾体验活动，此次 2014 款奔腾
B70 共推出 2 .0、1 .8T 两个排量七款
车型，通过近距离的接触，感受懂新
车的“T”动力。目前，全新奔腾 B70

火热销售中，欢迎到店品鉴。
全新奔腾 B70 在整车造型上呈

现出前低后高的姿态，再配以犀利
腰线、多幅运动轮辋，处处散发着动
感气息，呈现出即将绝尘而去的美
感。同时尾部造型舒展、流畅，其中
双排气尾管设计增加了后部造型的
强劲感和力量感。此外，时尚动感的
前大灯与采用狭长造型的日间行车
灯，令全新奔腾 B70 的前脸更具冲
击力;而兼具美感与实用性的动感溜
背车身，进一步突破了第一代奔腾

B70 商务稳重的形象，让整车的运
动激情得到全面释放。

全新奔腾 B70 在整车造型上呈
现出前低后高的姿态，再配以犀利
腰线、多幅运动轮辋，处处散发着动
感气息，呈现出即将绝尘而去的美
感。同时尾部造型舒展、流畅，其中
双排气尾管设计增加了后部造型的
强劲感和力量感。此外，时尚动感的
前大灯与采用狭长造型的日间行车
灯，令全新奔腾 B70 的前脸更具冲
击力;而兼具美感与实用性的动感溜
背车身，进一步突破了第一代奔腾
B70 商务稳重的形象，让整车的运
动激情得到全面释放。

全新奔腾 B70 车型的内饰设计
也时尚、动感，“V”形装饰亮条由中
部向两侧门板延展，构成内饰设计
的主旋律，其他细节设计元素与之
相配合并紧扣动感、时尚主题。此
外，3 幅方向盘、筒式仪表盘以及运
动型座椅更便于驾驶者操控，让驾
驶者获得完美的驾驶感。全新奔腾

B70 车身尺寸也由上一代的 4729/
1782/1465mm 增加到 4800/1820/
1472mm，令全新奔腾 B70 在整车空
间方面远优于同级竞品，也为消费
者带来了动感舒适的驾乘空间。

在安全性上，全新奔腾 B70 也
极尽追求完美。全新奔腾 B70 采用
3H 结构车身设计，并辅以 Bosch 最
新的 ESP 9 系统、8 通道泊车雷达、
倒车影像和胎压报警功能等众多体
现科技实力的主被动安全装备，令
其达到了 5 星级安全评价。全新奔
腾 B70 还搭载了丰富成熟的智能装
备，包括自动灯光控制系统、定速巡
航等，进一步强化了全新奔腾 B70

高档感与智能科技水平。
此次换代的全新奔腾 B70 是基

于奔腾全新的第二代平台，与上一
代 2675mm 的轴距相比，全新奔腾
B70 的轴距增加到 2725mm。

本届发布会发布了全新奔腾
B702 . 0L 和 1 . 8T 运动型共七款车
型，价位区间为 9 . 98-14 . 98 万。作为

一款中高级时尚运动型轿车，全新
奔腾 B70 以完美的驾驭性能和时尚
动感的设计见长，具有超越性的流
线动感风格。此外，全新先进平台、
优异操控性能、高性能 T 引擎这些
优势将为理性更富激情、享受事业
追求和家庭生活的社会主流人群创
造非凡的驾驭体验的机会。

日日照照全全新新奔奔腾腾 BB7700 上上市市发发布布会会完完满满落落幕幕

一进超市大门，孩子们最先选的就是图书。

背上了新书包，孩子笑了。

很多孩子只能过年的时候买件新衣服。

在岚山区妇联和集团公司工
会的支持下，裕廊公司与莒县黄墩
镇初级中学贫困学生结成帮扶对
子，并在全公司范围内组织开展了

“牵手贫困学生”活动。活动倡议一
出，就得到了广大职工的积极响
应。5 月 27 日，公司职工将大家齐
心捐助的学习用具等用品交到了
贫困学生手中。(丁兆霞)

牵手贫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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