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汉庭庭连连锁锁酒酒店店为为1144个个孩孩子子圆圆梦梦
之前被热心市民认领的招远、栖霞、海阳三地的28份礼物已送出

青青岛岛银银行行烟烟台台分分行行试试营营业业，，用用““青青馨馨””服服务务打打动动客客户户
本报1月18日讯 (记者 李

娜) 18日，青岛银行烟台分行试
营业，当天就吸引了很多市民办
理业务。青岛银行入驻港城，将
围绕“服务政府、服务中小、服务
居民”的市场定位，为烟台蓝色
经济发展贡献新力量。

微笑服务、热心引导、专业
理财，记者来到青岛银行烟台分
行大厅后，感受到的是工作人员
服务贴心。不管是在窗口办理业
务还是在等待办理业务的市民，
都有人送上一杯热水。大厅有免
费Wi-Fi，填单区为老年人准备
了老花镜，理财专区有最新的产
品提示……除了传统柜台业务，
工作人员还耐心地指导客户体
验网上银行。

本着“温馨加放心，我们更
努力”的服务理念，青岛银行服
务不断升级，通过培训、宣讲、暗
访评比，使“温馨加放心”逐渐成
为全行员工的“集体无意识”和
高度自觉的行为常态、操作习
惯。2013年青岛银行发布“青馨”
服务品牌，正式推出国内唯一城
商行服务品牌。

青岛银行成立于1996年11

月，截至2014年末，青岛银行资产
总额突破1562亿元，本外币存款
总额104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630

亿元，实现经营利润23 . 7亿元。经
过多年探索、实践和总结，青岛
银行确立了以“服务温馨、风管
坚实、科技卓越”的特色发展战
略，拥有多项殊荣。获得了中国

银监会“银行业信息科技风险管
理研究成果奖”(唯一获奖城商
行)、第十八届全国企业管理现代
化创新成果二等奖、四度荣获金
龙奖“年度最佳零售业务中小银
行”、金蝉奖“最佳管理创新银
行”、金钻奖“最佳城市商业银
行”等众多奖项，并荣膺世界银
行500强(474位)、亚洲银行300强
(239位)、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

青岛银行烟台分行入驻港
城，将根据市场导向，紧紧围绕

“服务政府、服务中小、服务居
民”的市场定位，突出特色化、差
异化、专业化、温馨化服务，有效
开展各项业务工作，努力建设成
为本区域内一流的现代化商业
银行。

白白血血病病男男孩孩们们病病房房内内上上演演““枪枪战战””
翘楚将好心人寄送的40多把玩具枪分给病友，称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宋
佳 ) “哔，哔……”18日，在毓
璜顶医院儿内科三病区，每个
白血病男孩手中都有一把玩具
枪，隔着各自隔离床的薄膜相
互“射击”，并不时做出中弹的
动作、表情，惹得陪床的家长呵
呵笑。

本报15日A10版刊发《白血
病男孩想要一把玩具枪》的报
道引发社会各方广泛关注，一
时之间，为7岁翘楚寄送玩具枪
的热心读者有二三十人，寄送
的玩具枪有40多把，甚至有孩
子家长拨来电话询问孩子有没
有账户，想要帮帮这个家庭。

18日，在毓璜顶医院儿内
科三病区，每个白血病男孩手
中都有一把玩具枪，型号各异。

“有冲锋枪、狙击枪、手枪……”
说起手枪，翘楚滔滔不绝，他
说，他最喜欢的是这种发出音
乐声音的手枪，感觉很霸气。

“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这是我第一次有
自己的手枪，也是我第一次有
这么多手枪，也是我第一次和
其他小朋友分享我的玩具。”翘
楚脸上写满自豪，并用拼音在
一位叔叔送来的书写板上写
着，“谢谢好心的叔叔、阿姨！”

看着儿子这么高兴，母亲
于女士说，牟平一位先生送来
两大塑料袋玩具，住院以来，第
一次看到儿子这么高兴。“看到
叔叔离开后，儿子问我，‘妈妈，
叔叔怎么送来这么多手枪，他
为什么那么好，他叫什么名
字？’问题一个接一个，让我都
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于女
士说。

“之前都是其他白血病小
朋友看到我们家情况不好，给
他送饭、牛奶或者玩具，儿子这
次有了玩具之后，主动把他的
玩具分享给其他小朋友玩。”于

女士说，看到翘楚和其他孩子
开心的样子，自己心里也很高
兴。

这几天，翘楚总是发烧，即
便如此，他的精神状态仍然不
错。“就连晚上睡觉时也要搂着

几把手枪睡，晚上翻身都‘呼
啦、呼啦’响，真是拿他没办
法。”于女士笑着说，真是感受
到社会好心人的爱心，想借着
媒体，向所有好心人说句感谢，
愿他们在新的一年幸福美满。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盛晓蕾 刘道
媛) 2014年12月17日，齐鲁晚
报烟台慈善义工管理中心推出

“新年心愿·童梦齐圆”大型公
益活动，一个月以来已经推出
200余个孩子的新年心愿。1月
17日本报刊出14个孩子的小小
心愿，看到报道后，汉庭连锁酒
店（烟台区）直接全包圆，要将
礼物直接送到孩子们家中。

“栖霞14个孩子的心愿礼
物我们都包了，下周就可以置
办齐全。”17日上午，看到本报
刊出栖霞14个孩子的小小新年
心愿后，汉庭连锁酒店烟台区
域工作人员立即致电本报，抢
先为孩子们圆梦。为早日送出
爱心礼物，成功认领礼物后，汉
庭快捷酒店烟台区域负责人立
即安排工作人员分头置办，争
取在最短时间内为孩子们购置
齐备所有礼物，尽早送出，让孩
子们感受更多温暖。

孩子们的小小心愿打动了
很多人，在送出心愿礼物之外，
不少热心人纷纷捐款捐物，希
望给孩子带去更多关爱。17日，
热心人李女士又为23号董笑笑
捐出500元现金。此后，还有热
心人托本报记者为163号孩子
送出500元善款。推出心愿礼物
之外，本报记者在栖霞、招远、

莱阳、龙口等地义工的配合下，
正逐批送出心愿礼物。17日下
午，招远、栖霞、海阳三地28个
礼物已送出，近日扬帆助学服
务队义工将挨个为孩子们送出
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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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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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和我们联系或关注
我们的官方微信：今日烟台
(微信号：j in r iy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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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直接拨打公益热
线1 5 2 6 4 5 2 0 3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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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血病男孩想要一把玩具枪》追踪

17日，招远等地的义工将爱心市民寄来的新年心愿礼物带回当地孩子们的家中。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18日，青岛银行烟台分行试营业，不少市民当天去办理业务。 本报
记者 李娜 摄

翘楚妈妈说，玩具里他最喜欢这个讲故事的玩具。 本报记
者 李泊静 摄

新年心愿，童梦齐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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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00008888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张文轩
家庭情况：13岁的张文轩

老家在莱州，父母双亡，母亲大
出血去世，父亲被醉酒后的人
误伤致死。孩子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现跟爷爷奶奶生活。

信息提供者：莱州鼎丰助
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件新衣服(身
高1 . 50米，体重90斤)，一双运动
鞋(38码)，男。

222200009999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李建磊
家庭情况：老家在莱州的

李建磊今年14岁，父母双亡，母
亲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生下孩
子后去世，2014年年底父亲因
高血压导致心脏病突发猝死，
现在随姑姑生活。

信息提供者：莱州鼎丰助
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身新衣服(身
高1 . 65米，体重125斤)和一双运
动鞋(43码)，男。

222211110000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杨晓荟
家庭情况：家住莱州的杨

晓荟今年12岁，2014年母亲因
白血病去世，父亲有胃病且下
岗，现在家庭债台高垒。

信息提供者：莱州鼎丰助
学服务队

心愿：想送给爸爸一身新
衣服(身高1 . 72米，体重160斤)，
自己想要个书包，女。

222211111111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王丽丽
家庭情况：老家在莱州的

王丽丽今年8岁，父亲患有关节
炎，母亲精神有疾病，生活不能
自理，一家人现在住在姥姥家，
靠种地为生。

信息提供者：莱州鼎丰助
学服务队

心愿：想要一件棉衣外套。
身高1 . 1米，体重40斤，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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