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奶奶奶奶身身体体不不好好，，我我得得更更听听话话””
临近春节，自幼丧父的12岁招远男孩想送奶奶个电饭煲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招远有这么一个小男孩，
年仅12岁，从不在爸爸妈妈怀
里撒娇，因为他没有这个机
会；从不抱怨为何自己要常常
干家务、干农活，因为自小与
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的他懂事
又善良……男孩叫诚诚 (化
名)，春节临近，他想送奶奶个
电饭煲，好让每天早起做饭的
奶奶能轻松地将饭做熟。

出生后两个月左右，爸爸
因车祸去世，为补贴家用，妈
妈外出打工，由于外婆和外公
身体不好，又接连做了手术，
妈妈鲜有精力照顾诚诚。从小
到大，诚诚一直和爷爷奶奶相
依为命，现在诚诚已经 1 2岁
了。

扫地、到地里帮忙，尽管
才 1 2岁，诚诚俨然小大人一
般，经常帮爷爷奶奶干活。前
不久，奶奶生病住院，意外查
出患有心脏病和肝脏肿瘤，这
让诚诚彻底慌了神。从没想过
爷爷奶奶会离开的他，变得格
外勤快和懂事。

“奶奶身体不好，我得更

听话。”尽管放假回家后一直
在发烧，但诚诚更担心爷爷奶
奶的身体状况。小小年纪的他
立志长大成为一名医生，方便
照顾家人。

除了在家帮爷爷奶奶干
活，诚诚还经常在村里帮助孤
寡老人。心地善良的他看见邻
居老人在家孤单，常上门陪着
聊天，还将自己的零食分给老
人们吃。和爷爷在医院照顾奶

奶期间，他还主动要求给同病
房的老人买饭。

因为善良，诚诚在学校里
人缘极好。记者在诚诚家看到
了墙上贴着的新发的道德模
范奖状，奶奶更是为孙子自
豪，夸赞连连，但小诚诚却皱
着眉难展笑颜。

“回来就说不是因为学习
好发的，心里偷着难受呢。”
看着孙儿难受，奶奶格外心

疼。
靠着三亩地，再加上低保，

祖孙三人的日子还能维持。但
随着年岁的增长，爷爷奶奶身
体每况愈下，医疗费就成了家
里的难题。

临近春节，诚诚最大的心
愿是送奶奶个电饭煲，能帮年
老体弱的奶奶轻松将饭做熟。
如果您愿意帮忙，可直接致电
本报公益热线：15264520357。

“还有没有孩子的新年心愿没
被认领？”2日下午，看到本报陆续
推出的“新年心愿·童梦齐圆”活动
后，鼎丰助学服务队义工张圆苹致
电本报，要替神秘好心人认领新年
心愿。

据介绍，这位好心人姓李，是
位女士，“这位好心人每次有活动
都捐款，但从未现身过。”张圆苹
说，每逢中秋节、春节等重大节日，
需要为贫困家庭和孩子献出爱心
时，这位神秘好心人都毫不犹豫地
捐款支持，但多年来从未现身，一
直很神秘，她先后捐助了6个贫困
高考生，并长期资助4个孩子上学，
得知本报开展“新年心愿·童梦齐
圆”公益活动后，又捐出3000元善
款，委托义工替孩子们圆梦。

得知260号刘俊利、268号苏
婷、270号于蕾、271号贾凯婷、273号
祝嘉诚、302号宋静、303号李金红、
304号杜天宝的新年心愿尚未被认
领，鼎丰助学服务队义工当即决定
替李女士集体为孩子圆梦。

近期，义工们将会尽快把心愿
礼物置办齐全，并将这批爱心物资
一一送到孩子们手中。

本报记者 孙淑玉

神秘好心人

要帮8个孩子圆梦

2日傍晚，本报官方微信推出
13个孩子的小小心愿。收到推送的
第一时间，热心市民蘭女士立即出
门为055号孩子购买足球，3日一大
早就将孩子的礼物送到了报社。

“多次报名为孩子实现心愿，
始终未能抢到名额。”市民蘭女士
说，这次终于认领到了心愿，很高
兴。

看到朋友圈转发的本报推送
的孩子们的小小心愿后，海阳好心
人秦先生一口气认领了044、045、
046号孩子的心愿礼物，并委托海
阳扬帆助学服务队义工刁丽娟代
为送出。此外，此前为176号温馨悦
小朋友圆梦的董女士也再次报名，
为043号卢晓燕添置书籍。

本报记者 孙淑玉

热心市民多次报名

终于认领到小心愿

333300006666
姓名：董子萱
家庭情况：家住莱阳的

女孩董子萱，父母离异，父
亲离家出走，与母亲相依为
命。

信息提供者：莱阳教体
局

新年心愿：想要一套百
科全书和一个布娃娃以及
一套新衣服(身高1 . 32米，体
重67斤)，女。

号号心心愿愿 333300007777
姓名：姚佳琪
家庭情况：莱阳女孩姚

佳琪，今年12岁，读小学五
年级，父母离异，跟随母亲
生活，母亲身体不好。

信息提供者：莱阳教体
局

新年心愿：想要一套新
衣服(身高1 . 5米，体重60斤)

和一个新书包以及一套《妃
夕妍雪》，女。

号号心心愿愿 333300008888
姓名：王林
家庭情况：栖霞男孩

王林今年读初中，乖巧懂
事，成绩非常优秀，父亲下
岗且有腿疾不能干活，母
亲有精神疾病，全家靠低
保生活。

信息提供者：栖霞爱
的传递服务队

新年心愿：想要英语、
物理、化学方面的书籍和
一件棉衣(身高1 . 65米，体
重100斤)，男。

号号心心愿愿 333300009999
姓名：阎震阳
家庭情况：栖霞的

阎震阳正上初中，父亲
因车祸去世，母亲没有
固定工作，靠打零工供
他上学。

信息提供者：栖霞
爱的传递服务队

新年心愿：想要一
个大点的书包，男。

号号心心愿愿

333311110000
姓名：王艺潼
家庭情况：栖霞女孩

王艺潼正在读初中，父母
离异，跟着爷爷奶奶居
住，爷爷患胃癌晚期。

信息提供者：栖霞爱
的传递服务队

新年心愿：想要四大
名著和一件新衣服(身高
1 . 62米)，女。

号号心心愿愿 333311111111
姓名：孙亚慧
家庭情况：栖霞女孩

孙亚慧正在读初中，父亲
因腿受伤不能干活，母亲
因腰骨刺也只能做些轻
活。

信息提供者：栖霞爱
的传递服务队

新年心愿：想要一套
四大名著。

号号心心愿愿

333311112222
姓名：张晓礼
家庭情况：栖霞男孩

张晓礼正在读初中，父母
离异，与父亲生活，父亲务
农。

信息提供者：栖霞爱
的传递服务队

新年心愿：想要送爸爸
一副骑摩托车的护膝，自己
想要一副军用手套，男。

号号心心愿愿

新年心愿认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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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0 3 室 ) ，由 本 报 代 为 送
出。

333311113333
姓名：刁严博
家庭情况：莱阳7岁男孩

刁严博，现在读小学一年级，
父亲去世，家中负债累累，还
有一个上高中的姐姐，全靠母
亲打零工维持生活。

信息提供者：莱阳教体局
新年心愿：一套过年的新

衣服或羽绒服(身高1 .3米，体重
48斤)和一个新书包，男。

号号心心愿愿

333311114444
姓名：刘双豪
家庭情况：家住栖霞

的刘双豪和龙凤胎妹妹
刘双凤现在才19个月大，
母亲患有严重的精神疾
病，经常离家出走，父亲
50多岁，腿部残疾，只能
管理很少的农田，家中房
屋破旧，十分困难。

信息提供者：栖霞爱
的传递服务队

新年心愿：想每天都
能吃蛋蛋和肉肉，还想吃
饼干。

号号心心愿愿 333311115555
姓名：李秋红
家庭情况：栖霞女孩

李秋红正在上初中，父亲
残疾，母亲因患有精神疾
病离家出走，奶奶常年有
病，家境贫困。

信息提供者：栖霞爱
的传递服务队

新年心愿：想要一件
新棉衣(身高1 . 55米)和一
个书包，女。

号号心心愿愿 333311116666
姓名：李小杰
家庭情况：栖霞男

孩李小杰正在上初中，
父 亲 身 体 不 好 不 能 干
活，还有一个姐姐正在
上大学，收入低，欠下很
多外债。

信息提供者：栖霞
爱的传递服务队

新年心愿：想要一
双新棉鞋 (39码 )，男。

号号心心愿愿 333311117777
姓名：周博雪
家庭情况：栖霞女孩周

博雪正在读初中，母亲离家
出走，父亲因病去世，奶奶
患有冠心病，生活重担落在
了年迈的爷爷身上。周博雪
很懂事，学习优秀，品德很
好。

信息提供者：栖霞爱的
传递服务队

新年心愿：想要一件新
棉衣(身高1 . 60米)，女。

号号心心愿愿

尽管得了道德模范的奖状，诚诚依然高兴不起来，他想用更优异的成绩回报爷爷奶奶。 本报记
者 孙淑玉 摄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整理

333300005555号号心心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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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心愿，童梦齐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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