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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今日启动“春节暖心游”活动，带20个贫困家庭孩子畅游市区

本报2月4日讯（记者 孙
淑玉） 日前，齐鲁晚报烟台
慈善义工管理中心发起“新年
心愿·童梦齐圆”大型公益活
动，受到热心人士和爱心企业
的关注和支持。考虑到大部分
孩子平时没机会到市区景点
游玩，本报特启动“春节暖心
游”活动，从刊出的371个孩子
中选出20名代表，5日、6日两
天将带他们到市区各景点游
玩一番。

今年8岁的平平（化名）老
家在栖霞，哥哥患恶性淋巴瘤
离世，花掉了20多万元，至今
仍留下不少外债。父亲62岁，
腰腿疼痛并患有胃病，母亲身
体也不好，一家人靠几亩薄地
过活。临近春节，平平最大的
心愿是能有辆自行车。如今平
平如愿以偿收到了崭新的自
行车，兴奋不已，一得空就推
出车子练习。

“要是能去外面看看就好
了，我从来都没看过外面的世
界。”常年和年迈的父母生活
在山里，平平没有机会也没有
条件到市区游玩。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大部

分贫困家庭的孩子都没机会
外出游玩。临近春节，不少已
放假在家的孩子都希望能看
看外面的世界，感受下城市生
活的风采。了解到孩子们的诉
求后，本报特推出“春节暖心
游”活动，从刊出的371名孩子
中选出20名代表，5日和6日将
带他们畅游市区。和同龄的城
里孩子DIY手工制作互动、到
博物馆感受烟台城市发展的
历史和变迁、晚上还可以到电
影院看一场精心准备的儿童
电影……

本次活动受到爱心企业
的热烈响应。5日，永旺烟台购
物中心将为孩子们提供DIY

手工制作的场地和精美午餐。
下午，烟台博物馆将安排专人
为孩子们讲解、引导。傍晚，
新世纪电影城阳光100店为孩
子们准备了专场放映，还为孩
子们准备了玩具和小零食。

6日的活动也同样精彩。
得知要带贫困家庭的孩子出
门游玩，烟台海昌鲸鲨馆将
免费为孩子们提供门票，烟
台糖果航空旅游有限公司将
安排大巴车全程接送孩子，

烟台颐正苑大酒店、烟台永
旺店亚惠美食玛特蓝白厨房
也将提供爱心餐饮。另外，本
次活动孩子和义工们的住宿
全部由汉庭连锁酒店（烟台
区）提供。

送出礼物，又不仅仅限
于提供一份礼物。带孩子游

玩，又不仅仅限于提供一次
旅游。如果您也愿意为这些
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开眼看
世界的机会，愿意为孩子们
提供餐饮、住宿、旅游路线及
爱心车辆，也可随时和本报
记 者 联 系 ， 电 话 ：
15264520357。

齐鲁晚报烟台慈善义工管理
中心发起“新年心愿·童梦齐圆”
大型公益活动历时一个多月，截
至目前，本报公益版和官方微信
已陆续推出371名孩子的新年心
愿，受到热心市民和爱心企业的
热烈响应。

在送出心愿礼物之余，不少
热心市民和爱心企业还纷纷为孩
子捐款捐物，帮衬他们过个好年。
目前绝大部分心愿已经被认领完
毕，爱心礼物也大量涌向本报。

下周，本报记者将陆续前往
莱州、莱阳等地送出心愿礼物。春
节临近，快递将陆续停发，已经认
领孩子心愿礼物的您请尽快购置
齐全，务必在9日前送到本报，方便
本报记者和义工尽早将礼物送
出，帮孩子们圆梦。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已认领心愿的亲

请在9日前将礼物送到

多次致电，只为给孩子实现心
愿，继3日为304号孩子完成心愿
后，4日一早，热心市民柳女士再次
致电抢先认领了310号、313号和317

号三个孩子的新年心愿。
家住栖霞的王艺潼正在读初

中，父母离异，父亲在外打工长时
间不回家，孩子跟着爷爷奶奶住，
爷爷目前胃癌晚期。临近春节，王
艺潼最大的心愿是想要一套四大
名著和一身新衣服。

心疼孩子的境遇，4日一早，柳
女士便致电本报公益热线抢先认
领了310号王艺潼的新年心愿。本
想一块认领311号孙亚慧的新年礼
物，得知已有匿名好心人抢先认
领，柳女士转而认领了313号和317

号孩子的新年心愿。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前天刚帮孩子圆梦

昨天又来认领心愿

333311118888
姓名：林博雯
家庭情况：栖霞女孩林博雯今年读初四，母

亲患有脑垂体瘤，动过两次手术，花费十多万元，
现几乎失明。父亲外出打工时从三楼坠落，全身
十几处骨折，手术花费15万余元，手术时的钢钉
一直在身上，医生建议1年后复查取钢钉但因经
济情况一直没去复查，至今没有劳动能力。奶奶
有心脏病，爷爷胸膜炎，腰肌劳损，常年吃药。

信息提供者：栖霞爱的传递服务队
新年心愿：想要一身新衣服（身高1 . 65米，体

重110斤），还希望有好心人帮爸爸取出钢钉。

号号心心愿愿 333311119999
姓名：刘昊
家庭情况：招远男孩刘昊

今年读小学三年级，爸爸在杭
州开出租车，妈妈没有稳定工
作，爷爷去年去世了，年迈的
奶奶在家种地。

信息提供者：招远辛庄小
学

新年心愿：想要一件新棉
衣（身高1 . 6米左右）和一套学
习用品，男。

号号心心愿愿 333322220000
姓名：邢增浩
家庭情况：今年读小学

四年级的邢增浩老家在招
远，奶奶和爸爸都患有脑血
栓，家里全靠妈妈一人打工
维持生活。

信息提供者：招远扬帆
助学服务队

新年心愿：想要一个新
书包，男。

号号心心愿愿

333322221111
姓名：纪铭浩
家庭情况：老家在招远

的纪铭浩今年读小学五年
级，母亲去世，父亲在外地
工作，跟随爷爷奶奶生活，
家里冬天连炉子都生不起。

信息提供者：招远辛庄
小学

新年心愿：想要一套
《十万个为什么》丛书、一副
眼镜和一件羽绒服（身高
1 . 5米，体重70斤），男。

号号心心愿愿 333322222222
姓名：徐丹月
家庭情况：莱阳女孩

徐丹月，今年12岁，上小
学五年级，父亲因癌症去
世，母亲患有高血压，家
中负债，面临退学。

信息提供者：莱阳教
体局

新年心愿：想要一台
点读机。

号号心心愿愿 333322223333
姓名：隋昀廷
家庭情况：莱阳女孩

隋昀廷，今年12岁读小学5

年级，父亲去世，有个一岁
多的妹妹，家中还有外债，
全靠母亲一人支撑。

信息提供者：莱阳教
体局

新年心愿：想要一台
点读机。

号号心心愿愿 333322224444
姓名：黄新婧
家庭情况：莱阳女孩

黄新婧，现读小学五年级，
父亲去世，家中还有一个
弟弟，全靠母亲一人抚养。

信息提供者：莱阳教
体局

新年心愿：想要一台
点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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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22225555
姓名：徐陈
家庭情况：莱阳男孩

徐陈，今年15岁读初三，父
亲腿残疾，无劳动能力，全
家靠母亲打工、种地维持
生计。

信息提供者：莱阳教
体局

新年心愿：想要一辆
自行车，男。

号号心心愿愿 333322226666
姓名：尹超凡
家庭情况：莱阳男孩

尹超凡，今年读初三，父
亲患帕金森综合征，母亲
体弱多病且有中风后遗
症，家境非常贫寒。

信息提供者：莱阳教
体局

新年心愿：想要一辆
自行车，男。

号号心心愿愿 333322227777
姓名：王玉菲
家庭情况：10岁的王玉

菲今年读小学三年级，家中
还有一个姐姐正读大学，姐
姐的学费是亲戚帮忙凑的。
父亲因车祸导致腰、腿、脚
等多处骨折，不能干重体力
活，母亲务农，房子破旧，暂
居大伯家。

信息提供者：海阳扬帆
助学服务队

新年心愿：想要一双保
暖的棉鞋（38码），女。

号号心心愿愿 333322228888
姓名：徐翔宇
家庭情况：海阳男孩

徐翔宇患有白血病，今年1

月27日骨髓移植手术成功
后出院，家中负债累累，父
母都是农民。

信息提供者：海阳扬
帆助学服务队

新年心愿：想要一套
运动服（180码），男。

号号心心愿愿

333322229999
姓名：于娇
家庭情况：海阳女孩于

娇今年读六年级，妈妈智力
低下，爸爸务农。

信息提供者：海阳扬帆
助学服务队

新年心愿：想要一件
160码的羽绒服，女。

号号心心愿愿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整理

新年心愿，童梦齐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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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暖心游”爱心企业名单

汉庭连锁酒店（烟台区）
永旺烟台购物中心
烟台市博物馆
新世纪电影城阳光100店
烟台海昌鲸鲨馆
烟台糖果航空旅游有限公司
烟台颐正苑大酒店
烟台永旺店亚惠美食玛特蓝白厨房
360°公益爱心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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