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满手手针针眼眼，，55岁岁的的她她从从不不哭哭闹闹
牟平女孩身患白血病，生日临近她想要一身新衣服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盛晓蕾 刘道
媛) 家里房贷还没还完，牟平5

岁的萌萌(化名)又查出患有白
血病，父母双双辞职陪伴她治
疗花费已达13万元。如今，萌萌
小小的手背上满是针眼，但她
从不哭闹。临近春节，她最大的
心愿是能有一件黄色外套和一
条带蕾丝的黄色小裙子作为生
日礼物。

5岁的萌萌，扎着两个小
辫子，笑起来时左脸颊上有一
个小小的酒窝。去年9月查出
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小小的
两只手上扎满了针眼。为了治
病她每天都要吃下大把的药
片，原本白皙的小脸变得黄黄
的。

家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
中药味，小萌萌一直捂着鼻子
趴在妈妈的怀里不肯喝药。萌
萌妈妈说，中药太苦，萌萌喝了

三个月，现在一闻到中药味就
吐。除大量中药外，家里还放着
满满一箱子西药。

去年9月份，萌萌因一次感
冒发烧后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
贫血。住院至今已经花费13万
余元。家里刚买了二手房还在
还房贷，为了给萌萌治病，父母
双双辞职陪伴治疗，家里也没
了稳定的经济收入。

在病房治疗的4个多月里，
她用画笔画出自己对外面世界
的渴望与幻想，也画出自己盼

着早日康复回到学校的心情。
因免疫力低下，萌萌每天

都要吃很多药，也不能出门。不
能上幼儿园、不能出门找小朋
友玩耍，对5岁的萌萌来说，始
终很寂寞。

“这是病房的小姐姐送的
小兔子，这是奶奶买给我的龙
猫……”说起自己的毛绒玩伴，
萌萌总是很开心。对于萌萌来
说，这些毛绒玩具就是她童年
全部的欢乐。

在河北住院期间，萌萌知

道自己患病，尽管小手背上满
是针眼，但懂事的她从不哭
闹，还坚强地说不怕疼。当母
亲问到她想不想出院回家时，
萌萌说，“我还在生病，不能回
家。”但暗地里她却常常想家。

2月7日是萌萌的五周岁生
日，她趴在记者耳边说：“我想
要一件外套和一条带花边的小
裙子，我喜欢黄色的。”如果您
想送给她一份生日礼物或是为
她 圆 梦 的 话 ，请 您 致 电
15264520357。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刘道媛 盛晓
蕾) 28日上午，本报记者在鼎
丰助学服务队义工的带领下，
为龙口的26个孩子送去他们的
心愿礼物以及好心人捐赠的善
款。在为孩子们送出心愿礼物
之外，还有热心人为111号周瑾
涵的奶奶送去暖心的衣物，收
到额外的礼物，奶奶眼睛里泛
出了泪花。

220号马洋洋家住龙口，家
里还有一个5岁的妹妹，母亲因
癌症去世，姐妹俩和父亲相依
为命。临近春节，洋洋的心愿是
想要一张书桌，好心人刘先生
在认领了洋洋的心愿之后，贴
心地为洋洋和妹妹各买了一张
书桌。

242号佳佳(化名)今年9岁，守
着54岁的养母生活，养母年纪大
了又患有高血压，家中的经济来
源就是两人的低保和不到一亩
果园的微薄收入，为了维持生
活，养母经常带着小佳佳去山上
采集螳螂卵卖钱。她的新年心愿

是想给妈妈送一身棉衣，好心
人毛先生被她的遭遇打动，为
佳佳打来600元善款，希望佳佳
和妈妈能过个好年。

111号周瑾涵的新年心愿
是想为自己要一身过年的新衣
服，热心人王先生第一时间认领
并送出礼物后，常年关注本报公
益版的热心人士姜女士又捐出
300元善款为她奶奶添置新衣服
和鞋子。此外，热心人李女士送
来的衣服本报也一并送到了孩
子奶奶手中。收到额外的礼物，
周瑾涵的奶奶感动得湿了眼眶。

28日，在鼎丰助学服务队
义工的帮助下，本报还为91号
徐艳杰、106号王子龙、138号姜
润丰、140号徐帆、145号陈晓、
154号孙郑、155号乔智、156号殷
有鑫、164号孙秉会、166号于建
洋、167号王子恒、178号林晓雨、
182号孙国智、183号王赟、184号
苗青、219号张帅、229号吕明慧、
230号曲思梦、247号惠惠(化名)、
032号王楠(微信版)、034号孙亚
妮(微信版)、042号孙先俊(微信

版 )等孩子送去了好心人为他
们置办的心愿礼物。

此外，热心市民为104号于
迎春和247号惠惠捐出了善款，
本报记者也一并送到了孩子手
中。

本报推出的“新年心愿·童
梦齐圆”活动还在继续，如果您

愿帮孩子们圆梦，可以与我们
联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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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拨打公益热线
15264520357和我们联系。

收收到到爱爱心心衣衣物物，，孩孩子子奶奶奶奶眼眼睛睛里里泛泛出出泪泪花花
本报记者为龙口26个孩子送去好心人寄送来的礼物和善款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李
大鹏 通讯员 杨喆) 近日，
青年歌手姚贝娜捐献眼角膜再
次引发了社会上关于器官、遗
体捐献的讨论。近年来，随着人
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市民进行
器官或遗体捐献的人数逐渐呈
上升趋势。海阳市发城镇上屋
庄村65岁的老人张敏便是其中
一位。

1月25日，张敏老人让三个
女儿在他和老伴儿的器官捐献
申请书上签了字。张敏老人的

老伴儿瘫痪在床已有18年，身
体时好时坏，这使老两口对生
死有了新的认识，张敏老人说，

“把自己的器官捐出去，即使去
世了也要为活着的人做些事
情。”三个女儿得知老人的想法
后也很支持，随后老人特意带
着相关材料去了女儿家里签
字，因为只有子女全部同意捐
献，老人想要捐献器官的愿望
才能达成。

据海阳市红十字会办公室
主任赵汝峰介绍，目前该市共

有 1 0人填写了遗体捐献申请
书，已实现1例捐献；有2人填写
了器官捐献申请书，实现1例眼
角膜捐献。现在遗体或器官捐
献面临的阻力主要是源于直系
家属不同意，还有一些来自社
会的非议之声也让一些市民在
进行捐献时顾虑重重。

不过，最近几年随着市民
思想观念的改变，进行遗体、器
官捐献的市民越来越多，捐献
申请书填写数量呈上升趋势，
由以前1年0至1例，增加到现在

的2至3例。
据了解，想要进行器官、

遗体 (角膜 )捐献的市民，可以
带着身份证到红十字会领取
登记表，登记表格填写后，需
要子女、配偶、父母直系亲属
全部签字同意，如有一人不同
意，捐献将无法实施。签字完
成后，由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进
行备案，达到捐献状态后随时
联系红十字会。整个捐献过程
是无偿的，不需要家属支付任
何费用。

海海阳阳老老两两口口申申请请器器官官捐捐献献
称“即使去世了也要为活着的人做些事情”

222266660000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刘俊利
家庭情况：老家在莱

阳的刘俊利，今年15岁，读
初四。单亲，跟随父亲生
活。父亲身体不好，家中还
有需要赡养的老人。

信息提供者：莱阳教
体局

心愿：想要一辆自行
车，男。

222266661111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孟慧
家庭情况：家住莱阳

的孟慧今年15岁，读初四。
父亲右眼失明，母亲和弟
弟皆有智力障碍。

信息提供者：莱阳教
体局

心愿：想给自己 (身
高：1 . 58米，体重：60公斤)

和弟弟 (10岁，身高：1 . 40

米，体重：45公斤)要一身
新衣服。

222266662222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谭钊琳
家庭情况：家住莱阳

的谭钊琳今年10岁，读小
学四年级，肢体三级残疾，
为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
蓄。家中还有一个妹妹，母
亲无工作，在家照顾老人
和孩子，父亲外出打工。

信息提供者：莱阳教
体局

心愿：想要一套学习
用品和书包，女。

222266663333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梁丽杰
家庭情况：老家在莱

阳的梁丽杰今年14岁，读
初二，学习优秀。父亲残
疾，没有劳动能力。靠母亲
种地为生，属于低保户。

信息提供者：莱阳教
体局

心愿：想要一套学习
英语的书籍。

222266664444号号心心愿愿

姓名：徐丽艳
家庭情况：家住莱阳

的徐丽艳今年16岁，读初
四，父亲患有精神疾病，将
母女赶出家门，如今在外
租房，现靠母亲挣钱养家。

信息提供者：莱阳教
体局

心愿：想要一辆自行
车，女。

在家休养期间，萌萌只能与画笔和毛绒玩具为伴。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收到好心人为其额外添置的新衣服和新鞋子，周瑾涵的奶奶
眼里泛出泪花。 义工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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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55559999号号心心愿愿

汇聚爱的力量，公益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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