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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花絮

有有台台洗洗衣衣机机，，洗洗衣衣服服手手就就不不冷冷了了
莱阳女孩照顾患病母亲之余还帮忙做家务，冬天洗衣手经常冻得通红

七旬老人送来电暖气

贫困孩子获冬日温暖

爱心面馆为环卫工人

提供免费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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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再嫁后生了个小弟弟，继
父打工一个月的收入2000多元，以
此勉强维持一家人的开销。冬天家
里很冷却一直用不起暖气。得知嘉
玮的情况后，市民宫女士将家里的
电暖气转送给了嘉玮。

今年已经70岁的宫女士，退休
在家的她平时喜欢看看报纸，在看
到孩子的小小心愿后，她就跟家里
子女商量要多帮帮这些孩子们。托
女儿将电暖气送到报社后，细心的
宫女士还带来了一双鞋子和一件
衣服，嘱托本报记者送给嘉玮，希
望他过个幸福的新年。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刘道媛 盛晓蕾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李大
鹏 ) 一碗热腾腾的摔面、一个香
喷喷的鸡蛋，只要环卫工人早晨进
店，就可以免费吃，还管饱管够。近
日，海阳市常论摔面馆为寒冬劳作
的环卫工人们送上了一份温暖。

14日早上六点半，刚清扫完马
路的环卫工人们陆陆续续地来到
常论摔面馆。据了解，海阳市的环
卫工人很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有
些环卫工人由于所要清扫的路段
离家较远，常常在早上清扫完毕后
赶不及回家吃早饭。常论摔面馆每
天都要为20多名环卫工人免费提
供早餐，谈起免费提供早餐的初
衷，面馆老板姜常论朴实地说，就
是想让他们吃上热乎饭，暖暖身
子。

福山区7名孤儿纳入

“孤儿保障大行动”

本报1月14日讯 (通讯员 张
懿文 记者 柳斌) 为了更好地
保障孤儿健康成长，福山区配合上
级开展“孤儿保障大行动”，向0-18

周岁的孤儿提供重大疾病公益保
险，受助孤儿如果罹患保险约定的
12种重大疾病，即可获得10万元赔
付款用于疾病救治等。目前福山区
的7名孤儿已纳入保障。

据了解，罹患包含恶性肿瘤
(含白血病)、肾衰竭(尿毒症)、重型
再生障碍性贫血、良性脑肿瘤等12

种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并通过报
案确认符合理赔条件的，可一次性
获得10万元人民币的赔付，用于支
付儿童的救治等费用。

570万元专项基金

帮扶牟平困难家庭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通讯员 都云飞 曲松军
宫亚东 ) 发放医疗救助专项基
金、通过“临时性”救助帮扶困难家
庭，还利用慈善宣传月“化缘”，去
年牟平区民政部门发放医疗救助
专项基金达570万元，累计救助符
合条件的各类困难家庭2863次。

截至2014年年底，牟平区已累
计救助符合条件的各类困难家庭
2863次，发放医疗救助专项基金达
570万，极大地缓解了困难群众“看
病难”的问题。此外，还通过“临时
性”救助帮助贫困家庭渡过难关。
目前，牟平区共有82名困难群众受
益，发放临时性基金20 . 4万元。

龙口义工善举感动受助者

年年会会领领冰冰箱箱，，捐捐给给困困难难户户
本报1月14日讯(通讯员

世军 记者 柳斌) “真的是
太感谢你们，我替孩子们谢谢
你们这些好心人了！”1月12日，
山东龙口市下丁家镇西吕家村
72岁老汉吕金光激动地说。

2006年，吕金光的儿子吕
仁才不幸因车祸高位截瘫，长
年需要吃药治病，让本不富裕
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儿
媳白乃莲不嫌不弃，日夜陪护
在丈夫身边，丈夫吕仁才怕耽
误了白乃莲，几次劝她改嫁，白
乃莲坚决不允。“只要我有一口

气，我决不会放弃你不管的！”
并以其女人孱弱之躯给全家撑
起希望。可祸不单行，2012年7

月27日，白乃莲17岁的儿子又
意外溺水身亡。

白乃莲身受多重打击，精
神几近崩溃。她家的不幸遭遇
牵动着社会。

近日，龙口鸿雁义工张琨
在2014年鸿雁义工年会上抓得
一台冰箱。“白乃莲的坚持深深
地打动了我，这不是一般人所
能做到的，为了表达对白乃莲
的支持，我决定把冰箱捐给

她。”张琨说。
“太谢谢你们了。”白乃莲

泪流满面，几次与张琨相拥而
泣。

“张琨的行动，是我们义工
队的杰出代表，是正能量。我们
大家都要向她学习，把爱传递
出去。”龙口鸿雁义工队队长张
鸿雁如是说。

龙口鸿雁义工队成立11年
来，除积极为社会上的老年人、
贫困儿童、弱势群体等捐款、捐
物外还为龙口8家敬老院的老人
提供义务理发、推拿、刮痧、拔罐

等服务达上万人次。张鸿雁的义
工队也由原来她一个人发展到
目前的400多人，成为龙口市义工
队伍中的一支劲旅，并为社会上
的老年人、贫困儿童、弱势群体
等捐款、捐物、筹款等达百万之
多，在胶东大地谱写了一曲曲大
爱无疆的人间赞歌。由此，她也
先后被龙口市和烟台市授予“龙
口文明好市民”和“烟台市百名
优秀义工”和“孝老楷模”等荣誉
称号。人们不无赞许地说：张鸿
雁这只“头雁”，带出了一支为老
人服务的强大“雁阵”。

111188880000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吕浩伟
家庭情况：家住栖霞

市，今年上初二的吕浩伟，
父亲患有白内障，母亲患有
哮喘病，且智力有障碍，家
庭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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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5米)，男。

111188881111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苏扬
家庭情况：家住栖霞市

今年上初四的苏扬，父亲失
业，且患有尿毒症，全家靠母
亲打工维持生计。

信息提供者：栖霞爱的
传递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双新棉鞋
( 4 0码 )，一件羽绒服 (身高
1 . 60米)，女。

111188882222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孙国智
家庭情况：家住龙口

的孙国智今年读小学一年
级，去年做了一次开颅手
术，现在还未痊愈，且右腿
有残疾，父母均为普通打
工者，家庭十分困难。

信息提供者：龙口鼎
丰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双旅游
鞋(39码)，男。

111188883333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王赟

家庭情况：家住龙口的
王赟今年读小学二年级，父
亲因车祸导致腿部残疾，不
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母亲无
业，一家人靠做小买卖生
活。

信息提供者：龙口鼎丰
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双旅游鞋
(39码)，男。

111188884444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苗青
家庭情况：家住龙口的

苗青今年读小学四年级，父
亲是建筑工人，母亲体弱多
病没有工作，家庭重担全压
在父亲身上。

信息提供者：龙口鼎丰
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个书包和
一些学习用品，男。

111188885555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张景河
家庭情况：家住龙口的

张景河今年读小学四年级，
父亲去世，母亲身体不好，
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家庭十
分困难。

信息提供者：龙口鼎丰
助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件棉外套
(身高1 . 70米)，男。

本报1月14讯(记者 孙淑
玉 实习生 盛晓蕾 刘道
媛 ) 妈妈患有精神疾病20多
年，心疼爸爸，莱阳正读初三的
小丽(化名)很小就跟着上山干
农活，周末回家也总是抢着洗
衣服，冬天任小手冻得通红也
不吭声。临近春节，小丽最大的
心愿是有台半自动的洗衣机，
这样在冬天洗衣服时手就不冷
了，也可以腾出更多时间照顾
妈妈。

家住莱阳的小丽今年读初
三了，妈妈患有精神疾病20多
年，生活无法自理，一年的医药
费要上千元。爸爸是个普通农
民，因为要照顾患病的妈妈，小
丽爸爸无法外出打工，全家只
能靠五亩地维持生计。

赶上农忙季节，无法分身
照顾，小丽的母亲曾走丢过很
多次，好在都在亲戚朋友的帮
助下找回来了。尽管没法与母
亲正常沟通，多数时候小丽还
是愿意守在家里陪着母亲。

母亲患病，给小丽的心里
留下不小的阴影，内向羞涩的
她从不肯在外人面前提起母亲
的病情，在校的多数时候她沉
默不语，跟人交流时眼睛也多

盯着地面。
缺乏母爱，爸爸成了小丽

最大的精神支柱。聊聊学校的
新鲜事、谈谈生活中的烦心事
儿。这些别的孩子和妈妈说的
悄悄话，小丽都只能跟爸爸分
享。

现如今的小丽在离家较远
的地方上学，没办法天天回家，
照顾妈妈的责任就落到了爸爸
一个人的肩上。

“闺女长这么大，我还没给

她买过一件衣服呢。”无法让女
儿感受到正常家庭的温暖，小
丽爸爸十分愧疚。

无法帮更多忙，从小懂事
的小丽就跟着父亲上山干农
活。周末回到家，正读初三的小
丽写完作业后，就开始帮爸妈
洗衣服、做饭，把家里里里外外
收拾一遍，还要照顾妈妈，做完
这些，小丽才能安心地回到学
校读书。

冬天的水冰凉刺骨，手扎

进冷水里洗衣服常让小丽冻得
直皱眉。没有更多换洗的厚外
套，如何晾干衣服也让她发
愁。

临近春节，小丽最大的心
愿是想有台半自动的洗衣机，
这样就可以节省洗衣服的时
间去照顾妈妈，也不用冻伤手
了。如果您愿意帮助这个懂事
的女孩实现愿望的话，请拨打
本报公益热线15264520357与
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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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新年年心心愿愿认认领领通通道道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刘道媛 盛晓蕾 整理

111177779999号号心心愿愿

放学的时候，小丽走出校门赶校车。性格内向的她时常独来独往。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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