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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首批批新新年年心心愿愿，，市市民民认认领领一一空空
还有不少市民提前来“排队”，想为孩子的小小愿望出力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孙
淑玉)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当我们忙着置备新衣和给家人
的礼物时，我们身边有群孩子因
为贫困，只能眼巴巴地盼着。17

日，齐鲁晚报烟台慈善义工管理
中心发起“新年心愿·童梦齐圆”
大型公益活动，受到市民的热烈
响应。仅仅一上午，首批心愿就
被抢认完毕，不少市民还提前排
队想认领更多心愿。

妈妈遭遇事故，全身大面积
烧伤，至今仍在医院进行第二次
植皮手术。懂事的舟舟(化名)自
学做饭照顾妈妈，临近元旦想有
台学习机帮助学习。被舟舟的懂
事打动，上午，烟台同余堂人参
馆负责人姜先生致电本报称愿
意认买学习机，帮助懂事的舟舟
学习更上一层楼。

“栖霞俩孩子的心愿，我来帮
忙实现。”老家栖霞的衣先生看到

本报报道后，第一时间致电同时
领走2、3号孩子的新年心愿，并称
将尽快购置齐备，争取早点给孩
子们送去。中午，家住芝罘区的陈
先生也致电想帮卢奕实现心愿，
得知已经被认领后，遗憾地说，会
继续关注本报后续报道，为孩子
们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此后，陆续有莱山、开发区、
福山等地的读者致电本报，想为
孩子们的小小心愿出力。如果您

身边有家庭困难且勤奋上进的
孩子，他们心中又藏着一些小愿
望，您可以与我们联系，我们将
在春节前逐一帮孩子们实现心
愿。此外，本报还邀请各地公益
组织和民政、教育部门等愿意提
供孩子心愿的机构，联合发掘孩
子们的心愿，帮更多孩子圆梦。

如果您愿帮孩子们圆梦，您
也可以和我们联系或者关注我
们的官方微信今日烟台（微信

号：jinriyantai），我们将为您搭建
起爱心平台。后期，我们还将组
织大型认领愿望的活动，如有爱
心企业愿意加入，也可以和我们
联系。电话：15264520357。

““愿愿天天下下好好心心人人身身体体健健康康””
一年来陆续受到多重帮助，田莉的心愿是给好心人送祝福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郭倩倩 李燕
飞) 爸爸患病后家里的日子一
落千丈，经本报报道后，陆续有
热心人给田莉(化名)一家送去善
款并为其联系长期助学的资助
人。一年来被温暖和感动包围，
17日下午小田莉致电本报，想借
助本报公益平台说出自己的心
愿，祝福曾帮助过自己的人身体
健康。

出生后没多久，家住芝罘区
的田莉爸爸便检查出患有骨巨
细胞瘤，至今腰部还存着一个大

“肉坑”，只能卧床静养。9年来家
里生活多靠亲戚接济和妈妈做
家政维持(本报5月13日C10版曾
予报道)。日日趴在床上养病，田

强的胳膊常常感到酸痛，中午放
学后田莉回家后简单吃个饭就
忙着替爸爸按摩、捶胳膊。更多
时候，她会守着爸爸将学校里的
新鲜事讲得津津有味，给爸爸单
调而枯燥的卧床生活带来一丝
乐趣。

田莉的懂事打动了很多人，
本报报道刊出后，陆续有热心人
上门看望，悄悄送去善款和学习
用品。扬帆助学服务队得知情况
后，也为其联系了长期的一对一
资助人。

爱在延续。11月中旬，烟台
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大学生志
愿者们发起义捐义卖活动为田
莉募捐，并将筹集到的 2 4 5 2 . 5

元善款送到了田莉妈妈手中。
上周末，万华小学组织义

卖，孩子们捐款捐物，很快筹
集1 5 0 4元善款，在添置了米面
油 、衣 服 、文 具 等 物 品 后 ，将
1100余元善款再次送到田莉手
中。

日前，田莉妈妈致电本报
称，经过一系列申请，目前田
莉一家已经顺利住进了廉租
房。

“这一年来，大家给了我们
太多帮助，让我们一家人更有勇
气。”看到本报的大型公益活动
后，小田莉立即致电称，想借助

本报公益平台说出自己的心愿，
“愿天下好心人身体健康。”

“叔叔阿姨太好了，只希望
他们能健康。”田莉说，自己还小
做不了什么，临近元旦最大的心
愿是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好心人
能身体健康，等日后长大了，她
也愿意帮助别人。

新新年年心心愿愿

认认领领通通道道
为方便市民认领孩

子们的小小心愿，按照报
名顺序和地域优先的原
则，本报将优先为最早报
名认领心愿的热心人对
接。认领成功的市民，本
报会第一时间回电或短
信对接，为保证孩子们早
日收到心愿礼物，也请认
领心愿的您早早准备礼
物，不要拖延。

认领心愿时可将孩
子编号及信息发短信至
15264520357。想送出物品
的热心市民请将您的联
系方式、愿意提供的物品
列出。您也可以将礼物送
到本报(地址:芝罘区环山
路3号润利大厦1603室) ,

由本报代为送出。

感谢信中，田莉说一定不辜负大家对她的期望。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44号号心心愿愿

55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冷雪
家庭情况：老家在海阳朱

吴冷家村，爸爸冷进从房顶摔
下来断了腰，只能拄着拐杖生
活，并患有股骨头坏死。家里
还有一对龙凤胎，爷爷奶奶身
体都不好，全家挤在出租屋
内。冷雪和弟弟妹妹从未穿过
新衣服。

信息提供者：扬帆助学服
务队

心愿：想给三个孩子要身
新衣服。姐姐身高1 . 65米，弟
妹身高均在1 . 2米，均偏瘦。

66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刘泽翔
家庭情况：6年前，父亲查

出患有肾衰，四处求医，也没
治好，为了治病，家里把房子
也卖了。如今一一家三口住在
芝罘区自家开的小店里。

信息提供者：扬帆助学服
务队

心愿：想要一身新衣服，
身高1 . 75米左右。

77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张强强
家庭情况：老家四川，随

爸妈来烟台打工，住在幸福的
平板房内，妈妈是清洁工因车
祸至今腿部仍有钢钉，爸爸在
建筑工地打零工。

信息提供者：扬帆助学服
务队

心愿：一双37码的鞋子。

88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吴学凯
家庭情况：家住福山的吴

学凯父亲视网膜脱落，不敢见
强光，爷爷手上的疮有二十多
年了，常年溃烂不愈，家里破
旧不堪。妈妈在家务农，家境
困难。

信息提供者：杨帆助学服
务队

心愿：想要一件棉服，身
高1 . 7米，男。

99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刘俞洪
家庭情况：孩子爸爸因病

去逝，家里欠下一大笔债务，
如今妈妈在福山一所中学的
食堂打工，家庭困难。

信息提供者：扬帆助学服
务队

心愿：想要一件保暖的外
套，身高1 . 65米，女。

1100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赵佳雯
家庭情况：父亲脑动脉血

管瘤，到烟台毓璜顶医院做了
手术，当初孩子的爷爷因冠心
病、股骨头坏死、胃出血住院就
欠了不少债，父亲再住院，又是
雪上加霜。目前父亲的左半身
没有知觉，劳动能力很低。孩子
成绩非常优秀。

信息提供者：扬帆助学服务
队

心愿：想要一件新外套，身
高1 . 65米，女。

1111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柳丹丹
家庭情况：家住福山区，父亲

遭遇车祸后离世，欠款20余万元，
到现在还有外债4万余元，母亲在
家务农。尽管生活困难，但柳丹丹
成绩优秀排在班级前十名

信息提供者：扬帆助学服
务队

心愿：想要一件冬天的厚
外套，身高1 . 7米，女。

1122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初青青
家庭情况：家住福山区，九

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已五十
多岁，在外打零工维持家用，生
活困难，但初青青成绩优秀。

信息提供者：扬帆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件厚外套，身

高1 . 65米，女。

1133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邓小如
家庭情况：跟随来自安徽的

爷爷奶奶生活，家里以捡破烂为
生，生活困顿。

信息提供者：扬帆助学服务
队

心愿：想要一个新书包和一
本世界名著。

1155号号心心愿愿

1166号号心心愿愿

1188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吴晨
家庭情况：在福山幼儿园就

读，其父双腿肿胀，患有丝虫病
(俗称大象腿)，无劳动能力；该幼
儿的母亲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
症，病情时好时坏，常年不能劳
动，家庭十分困难。

信息提供者：扬帆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身过年的新衣

服，身高1 . 2米，女。

姓名：于倩倩
家庭情况：家住福山区门楼

镇，父亲从小有癫痫病，母亲离
家出走，一个月大的小倩倩就跟
着奶奶爷爷生活，孩子十分懂
事，成绩名列前茅。

信息提供者：扬帆助学服务
队

心愿：一个新书包和一套世
界名著。

姓名：张成睿
家庭情况：家里一共四口

人，两个孩子，大女儿今年4月8

号查出尿毒症晚期，先后去了北
京、青岛花光了家里全部积蓄。
现在每周透析三次，每周需要开
销2000余元，家里全部经济来源
靠残疾的妈妈打临工维持。

信息提供者：扬帆助学服务
队

心愿：想要一件棉外套，身
高1 . 35米，男。

1144号号心心愿愿

1177 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吴婷婷
家庭情况：东厅街道吴阳泉

村，就读于西关小学，母患小儿
麻痹症，父吴俊有，无正式工作。

信息提供者：扬帆助学服务
队

心愿：想要一个新书包和一
本世界名著。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郭倩倩 李

燕飞 整理

姓名：王卉
家庭情况：家住福山区，自

出生便患有先天性左胫骨假关
节病(俗称脆骨病)，不敢进行剧
烈活动，其父亲2011年因车祸去
世，母亲独自一人抚养王卉，家
庭十分困难。

信息提供者：扬帆助学服务
队

心愿：一件御寒的厚外套，
身高1 . 36米，体重80斤。

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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