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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要要好好好好学学习习，，回回报报好好心心人人””
烟台农商行宁海支行加紧置办礼物，30日上午8个心愿礼物送到孩子手中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郭倩倩 李燕
飞 ) 被孩子们的小小心愿打
动，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牟平区宁海支行一口气全
部认下，还承诺将为以后牟平区
孩子们的小心愿继续“买单”。为
早日为孩子圆梦，工作人员加紧
置办，30日上午8个心愿礼物全
部送到孩子手上。接到礼物后，
孩子们鞠躬致谢，称会好好学
习，用成绩回报好心人。

27日，本报刊出8个牟平孩
子的小小心愿，被孩子们的遭
遇和孝心打动，烟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平区宁海
支行一口气“包圆”了8个孩子
的新年心愿。为赶在元旦前送
去温暖，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牟平区宁海支行的
工作人员随即分头采购心愿礼
物。

30日上午，满载爱心的礼
物全部送到孩子们手中。送出
礼物之外，工作人员还特意为
每个孩子准备了学习用品和
伞具。“谢谢叔叔阿姨，我一定
好好学习。”家住水道的姜涛
今年读初二了，内向的他试穿
新衣服时脸上露出了羞涩的
笑容，无以为报，他连连鞠躬

后悄声告诉记者：“我要好好
学习，回报好心人。”

送出礼物的同时，市民还
在积极抢认其他孩子们的新
年礼物。家住开发区的吕丽波
女士认领了莱阳4个孩子的心
愿礼物，想利用节假日亲自为
孩子们送去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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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i n r iyan t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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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拨打
本报公益热线15264520357和我
们联系。

如果您已经认领了孩子们
的心愿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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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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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郭
倩倩 李燕飞 整理

110022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宋晓慧
家庭情况：就读于莱阳万

第中学的宋晓慧，父亲去世，
母亲身体不好，生活十分贫
困。

信息提供者：莱阳鼎丰助
学服务队

心愿：想送母亲一双棉
鞋，39码，女。

““佐佐康康祛祛痘痘””新新年年大大优优惠惠
佐康祛痘中心·当次见效、3次显效、20天治好严重痤疮

因为长痘，许多人存在不
同程度的情绪低落、易怒、焦
虑，进而产生自闭心理，影响人
际交往、就业、择偶等。及时正
确的祛除，是皮肤尽快恢复健
康的关键。现在就抓紧时间祛
除，过年前就能和痘痘说拜拜
了，皮肤也会恢复得很健康。很
多痘友担心没有时间祛痘经常
间断治疗会影响效果，其实佐
康祛痘中心的方法特别灵活，
可根据痘友的作息时间，制订
一套既不影响工作学习又不耽
误祛除痘痘的方案。
案例：

30多岁的王女士反反复复
长痘8年了，让她在形象上苦不

堪言，婚姻也曾一度走向危机
的边缘，经过祛痘专家的系统
调理，她曾经长痘的痕迹已经
不太明显。王女士感慨地说就
像换了新生一样。针对这种情
况，佐康专家提醒痘友:祛痘越
早，伤害越小，不要因为不重
视，而给一生带来遗憾。

佐康专业祛痘中心，采用
清、调、修、补的祛痘疗法，配合
专业毛孔疏通仪器使皮肤恢复
通畅健康的状态，哪怕因为压
力大上火产生了许多油脂，也
能顺畅地代谢出去，毛囊不堵，
毛孔没有垃圾堵塞，以后也不
爱长痘痘了，这样才能真正意
义上达到祛痘不反弹！

迎新年祛痘，进店有礼！
1 .新顾客免费检测，免费

分析皮肤情况免费设定祛痘方
案。

2 .新顾客即刻体验“99元3

次”活动，可同时获赠价值68元
补水膜一份。

3 .当天到店办祛痘卡，赠
送价值1000元祛痘产品，同时
减免祛痘费用500元。

4 .扫描二维码，关注烟台
佐康祛痘，到店就有好礼相送。

芝罘佐康总店：6263931

开发区佐康店：6398791

福山区佐康店：2132018

烟 台 佐 康 网 站 ：
www.yantaiqudou.com

佐 康 总 部 网 址 ：
www.zkqudou.com

全 国 加 盟 咨 询 ：
18604606080 张经理

孩子们收到自己的新年礼物后，开心地试穿新衣
新鞋。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110033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江化雨
家庭情况：家住莱阳的江

化雨今年读三年级，母亲是聋
哑人，父亲在外打工，还有一
个哥哥智力低下，生活困难。

信息提供者：莱阳鼎丰助
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个书包和一
套学习用品，女。

110044 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于迎春
家庭情况：家住龙口的于迎

春今年读三年级，父亲去世，家
中还有年迈的奶奶需要照顾，一
家人靠几亩薄田生活。

信息提供者：龙口鼎丰助学
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件保暖内衣，
身高1 . 4米，体重38公斤，女。

110055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王忠琴
家庭情况：家住龙口的王

忠琴今年读五年级，母亲患有
精神疾病，做过三次手术，一
家人靠父亲务农生活。

信息提供者：龙口鼎丰助
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个护眼灯，
女。

110066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王子龙
家庭情况：家住龙口的王

子龙今年读四年级，父母离
异，跟随父亲生活，还有年迈
的爷爷奶奶需要照顾，父亲务
农。

信息提供者：龙口鼎丰助
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个书包，男。

110077 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王强妹
家庭情况：家住招远的王

强妹目前读高职，父亲因车祸
而生活不能自理，家中还有一
个弟弟，母亲每月工资不到
2000元。

信息提供者：招远扬帆
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给父亲要一套新
衣服，身高1 .75米，体重85公斤。

110088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马俊
家庭情况：家住栖霞的马

俊今年读三年级，父亲腿部残
疾，母亲患有乳腺癌，家里生
活十分贫困。

信息提供者：栖霞扬帆助
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本《十万个
为什么》，男。

110099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林福雯
家庭情况：家住栖霞的林福

雯今年上幼儿园，父亲去世，母
亲离家出走，与奶奶相依为命，
奶奶腿脚不便，生活贫苦。

信息提供者：栖霞扬帆助学
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套新年衣服，
1 . 28米，20公斤，男。

111100 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祝嘉玮
家庭情况：家住海阳的祝

嘉玮今年读高二，父亲因车祸
去世，母亲双腿骨折。母亲再
嫁，生了小弟弟，继父一月
2000多元，用不起暖气。

信息提供者：海阳扬帆助
学服务队

心愿：希望好心人送个电
暖气。

111111 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周瑾涵
家庭情况：家住龙口的周

瑾涵今年读四年级，爸爸患有
精神疾病，只靠妈妈一人打零
工维持家用，家境贫寒。

信息提供者：龙口鼎丰助
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件黑色的羽
绒服和一个书包。体重80斤，
身高1 . 58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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