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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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人人要要送送自自行行车车有有人人送送来来爱爱心心款款
热心人纷纷伸手帮忙，希望小竹过好年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李燕飞
郭倩倩) 热心人争着送出自
行车，还有人纷纷捐款帮忙。
被栖霞11岁小竹（化名）的故
事打动，22日认领心愿情况火
爆。上海人潘先生在烟台出差
期间看到小竹的报道后，第一
时间抢先认领。今年70岁的冯
女士心疼小竹，也特意送来400

元爱心款，想帮衬她过好年。
三岁时父母因车祸双双

离世，年幼的她跟着年迈的爷
爷奶奶生活。每天需步行半个

小时上学，临近新年，小竹最
大的心愿是想有辆自行车，方
便上学。“孩子有没有喜欢的
款式或是颜色，我让家人帮着
购买。”为小竹的遭遇惋惜，在
烟台出差的潘先生一早打来
电话想给小竹送去自行车。由
于出差不方便自己购买，问好
小竹的年龄后，潘先生打算把
这个“任务”交给女儿。

一上午，有近10位市民报名
为小竹准备自行车。得知其心
愿被抢先认走后，心疼小竹的
遭遇，家住凤凰台70多岁的冯女

士特意坐车送来400元爱心款帮
衬小竹过好年。已经70岁的她靠
着退休金生活，仍愿意为小竹
送去一点温暖。此后，家住福山
的方先生也致电本报“公益热
线”15264520357称愿意捐出600

元善款，补贴小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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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微信
公众号后台留下您的微信号
和联系方式，抢先为孩子们实
现心愿。

爱爱心心如如潮潮，，又又圆圆了了99个个小小小小心心愿愿
爱心礼物陆续“飞”来，本报记者将于近日逐一送达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李燕飞 郭
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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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来众多市民争相认领心愿。
截止到22日下午5时，9个新年
礼物已陆续寄到本报。近期，本
报记者将陆续送出爱心礼物。

招远11岁的李玟丽，母亲
患有白血病，为了治病把房子
给卖了，先寄住在村里的空房
子里，家庭十分困难。得知孩子
的心愿是想要一身过年的新衣
服，福山区热心人张女士立即
张罗着置办。为给更多孩子带
去温暖，张女士还同时认领了
23号董笑笑的新年礼物。

22日上午，张女士将两份
礼物打包好送到本报。除了给
孩子们送去新棉衣外，她还给
孩子们买了新裤子。

“人生是坎坷、顺利并存的
过程，苦难是锻炼你我坚强的财
富，你不是孤独的，有很多的叔
叔阿姨关注、关心你们。”送出礼
物之外，细心的张女士还附上满

怀祝福和鼓励的小便条，希望李
玟丽能成长为坚强的女孩。

一上午满载爱心的礼物陆
续“飞”到本报。热心市民衣先
生一口气认下了2、3号心愿，并
将鞋子和作文书送到了本报。
去年帮孩子们圆梦的热心人朱
女士今年又来献爱心，早早将
20号心愿礼物钟志龙的保暖内
衣送了过来。此外，热心人李先
生认领的21号心愿礼物，也通
过快递寄到了本报。

“孩子们的心愿都很小，希
望这些礼物能给他们带来更多
温暖。”一口气认领了3个小心愿
的热心市民高女士22日下午赶
到本报，送来了25号栾金雨的复
读机、文具和书包，同时也将
31、32号孩子的心愿书包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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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随后的日子
里展开调查，并在春节前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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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发掘孩子们的小
小心愿，争取帮更多孩子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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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您已经认领了孩子们的心
愿，请尽早将礼物准备好送到
本报，寄送时请千万将孩子的
编号和姓名写好。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孙淑
玉 实习生 李燕飞 郭倩倩)
21日下午1点半，烟台市希望工程
基金办公室携手LD志愿者团队共
同举办的“LD9爱与希望同行”大
型公益募捐活动在烟台市博物馆
举行，众多社会爱心人士和爱心企
业到场参加。通过现场募捐善款和
拍 卖 募 捐 物 品 ，共 筹 得 善 款
30240 . 2元将全部用于资助贫困家
庭的孩子上学。

据了解，所拍卖的物品都是由
LD志愿者团队前期募集而来的，
有名人字画，有收藏版钞票，有小
孩子自己画的油画作品和涂鸦等。

在义卖义捐现场，参与公益募
捐活动的企业烟台新海水产食品
有限公司、烟台福田体检中心、烟
台三环科技有限公司、烟台同亨拍
卖行、天圣雪美容美体中心、莱山
街道中心幼儿园，共捐出善款
13000余元。

义卖义捐加竞拍

筹集善款3万余元

3344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王天祥
家庭情况：老家在莱阳的王天

祥今年读初四了，父亲患有精神病
十余年，父母离异，跟随爷爷奶奶
生活。

信息提供者：莱阳市鼎丰助学
服务队

心愿：为奶奶买一件棉衣，身
高1 . 5米，奶奶体重50公斤。

3355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梁玉婷
家庭情况：15岁的梁玉婷今年

读初二了，弟弟耳神经受损，父母
常年在外打工挣钱给弟弟治病，家
里房子卖了。爷爷奶奶均年过六
旬，家中靠养羊生活。

信息提供者：栖霞爱的传递服务
队

心愿：想要一件黑色的羽绒
服，身高1 . 6米，偏瘦。

3366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刘青慧
家庭情况：老家在招远的刘青慧

今年读初一了，妈妈因脑膜炎导致失
智，奶奶患有老年痴呆症，家里靠爸
爸在外打零工维持生活，家境困难。

信息提供者：招远扬帆助学服
务队

心愿：想给爸爸送一件
新棉衣，身高1 . 6米，体重

120斤。

3377 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高洁
家庭情况：老家在招远玲珑镇

的高洁今年读初二了，父亲因车祸
致残，母亲也在那场车祸中受伤至
今仍靠药物维持，奶奶患有尿毒
症，家境困难。

信息提供者：招远扬帆助学服
务队

心愿：想送爸爸一台收音机。

3388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刘垚娟
家庭情况：就读于招远市泉兴

学校的刘垚娟，父亲去世，母亲患
有精神疾病生活不能自理，多靠年
迈的姥姥照顾。

信息提供者：招远扬帆助学服
务队

心愿：想送姥姥一件新棉衣，
身高1 . 5米，体重120斤。

3399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李晨洋
家庭情况：老家在栖霞的李晨

洋今年读初一了，母亲患有精神疾
病，家里几乎没有经济来源。

信息提供者：栖霞扬帆助学服
务队

心愿：想要一双棉鞋过冬，41

码，男。

4400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盛麓杰
家庭情况：盛麓杰目前在栖霞

市苏家店镇读幼儿园，父亲因车祸
卧病在床，母亲一人务农，家里还
有个姐姐正读小学。

信息提供者：栖霞爱的传递服
务队

心愿：想要一件新棉衣，身高
1 . 0米，偏瘦，女。

4411 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陈成龙
家庭情况：老家在栖霞的陈成

龙今年读高一，父亲因腰痛丧失劳
动能力，心脏病也很严重。母亲除
了工作还要照顾智力低下且精神
异常的舅舅。母亲去年得病后，再
无法工作，且无钱医治，家境贫寒。

信息提供者：栖霞爱的传递服
务队

心愿：想要一双棉鞋过冬，45

码，男。

4422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郑深晋
家庭情况：老家在栖霞的郑深

晋今年读高三，父亲因肝癌去世，
母亲积劳成疾，哥哥下身残疾，行
走困难。家中爷爷奶奶均年逾八
十，生活需要照料。

信息提供者：栖霞爱的传递服
务队

心愿：想要一双棉鞋过
冬，44码，男。

4433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黄春源
家庭情况：老家在莱阳的黄春

源今年读初四，母亲智障生活无法
自理，父亲外出打工，黄春源随奶
奶生活，奶奶11月份刚做完白内障
手术，家境贫寒。

信息提供者：莱阳鼎丰助学服
务队

心愿：想给奶奶要一件过冬的
棉衣，身高1 . 55米，体重60公斤。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整理

热心市民衣先生认领的心愿礼物已送到本
报。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热心市民张女士给李玟丽写了鼓励的小纸
条。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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