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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http://pm.caa123 .org.cn)

公开拍卖机动车5辆，单辆拍

卖。车型包括：帕萨特、奇瑞

瑞虎、五菱轻型货车、长安面

包、福田货车(清单详见公司

网站：www.sdpm.com.cn)。

3月9—10日在烟台市芝

罘区南大街158-1号停车场

展示。

有意竞买者请于3月10

日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1万

元 / 辆 交 至 本 公 司 指 定 账

户，并持有效证件办理竞买

手续。

联系电话：0 5 3 1 - 8 2 6 2 0 7 8 9

地址：济南市环山路 3 7 号

315室

山东齐鲁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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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爱的力量，公益在行动

C10 公益 2015年3月3日 星期二 编辑：王红 美编/组版：武春虎 今 日 烟 台>>>>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宋
佳) “这辈子，我愧对我闺女，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给她当
妈。”1日，在烟台山医院骨肿瘤
科病房，48岁的张女士摸着躺
在病床上的女儿萌萌痛心地
说，在2014年初确诊为骨肉瘤，
因为治疗不及时，费用短缺，萌
萌腿上的骨肉瘤已经长到了西
瓜大小，手术是唯一的救命方
法，但6万元的手术费用让一家
人陷入绝望，“孩子是好孩子，
可惜生在我们家……”

15岁对很多花季少男少女
来说，本该无忧无虑、天真烂
漫，而萌萌却躺在了病床上，每
天接受着痛苦的化疗。在2013

年年底，萌萌还像很多同龄孩
子一样，开心地享受着中学时
光。“女儿在十五中上学，成绩
很好，向来是级部前三名。”张
女士说。

2013年年底，萌萌感到左
腿有些疼痛，以为是体育课受
伤便没有在意，随后左膝开始
不断膨胀，最终于2014年年初
确诊为骨肉瘤。“就近在一家医
院接受化疗治疗。”张女士说，
但病情没有得到控制。

萌萌有一双大大的眼睛，
黑亮的眸子不说话都像在笑，
萌萌悄声告诉记者，自己一头
长发时剪着齐刘海很漂亮，当
时就想长大了当空姐。说完，萌
萌羞涩地笑了。但现在，因为化
疗，长长的头发在4天内全部掉
光了！

掀开萌萌盖的薄毯子，

记者看到，在萌萌左腿膝关
节附近长了一个西瓜大小的
肿瘤，上面遍布细细的血管
组织。张女士告诉记者，直到
前 段 时 间 萌 萌 还 在 坚 持 学
习，希望病好了能回到学校，
参加中考。

据了解，萌萌一家三口挤
在不到50平米的经适房里。“当
时住进这间经适房时，还有不
少贷款，再加上女儿的治疗
费，家里能借的都借遍了。”张
女士说，丈夫在福山区同三高
速大队后勤做临时帮工，每月
2000多元，还不够女儿在医院

一天的住院治疗费用。萌萌化
疗期间就花了将近10万元，眼
看着女儿的肿瘤越长越大，医
生建议尽快到医院进行截肢
手术，但是6万元的手术费用
实在凑不出来了，一家人无助
又绝望。

烟台山医院骨肿瘤科主任
邹本国告诉记者，现在萌萌的
肺部已经有些浸润，对萌萌来
说越快手术越有好处，否则癌
细胞不断浸润，身体机能就越
难恢复。

“目前唯一救命的方法就
是截肢。”主治医师韩建说，初

步估算，萌萌的手术费用大约
需要6万元，肿瘤一旦胀破，后
果将不堪设想。虽然萌萌是有
城镇居民保险，术后大约能报
销2万元左右，但手术后康复还
需要一部分费用。

萌萌的一眸一笑都牵动着
每个人的心，即便躺在病房，她
也劝诫周围的病友，好好珍惜
当下，珍惜在世的每次呼吸，心
脏的每次跳动……

如果您愿意帮帮这个15岁
的女孩，您可以联系萌萌的母
亲张女士18753550754或者记者
15063831079。

““孩孩子子是是好好孩孩子子，，可可惜惜生生在在我我们们家家””
15岁的女儿腿上长了个西瓜大的骨肉瘤，急需6万元截肢手术费救命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孙
淑玉) 3月5日是中国志愿者服
务日，学雷锋志愿者爱心服务
队将走进温暖老年公寓，为老
人送上精心准备的文艺表演。
末了，志愿者们还将为老人打
扫屋子，陪老人聊天，用行动给
他们更多关爱。如果您也想参
与，欢迎拨打13001608777进行
报名。

后天，爱心服务队

去老年公寓送演出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孙
淑玉 ) 临近元宵节，为给敬老
院的老人们带去更多温暖，1日
上午，招远扬帆助学服务队义
工联合汉庭连锁酒店和仁和药
业招远代理商为齐山镇敬老院
内的 4 8个老人提前送去了汤
圆。

精心编排了节目，还陪老
人聊天、打扫卫生，一上午的
时间，30多个义工分工合作，在
为老人带去精神慰藉的同时，
还为老人们提前包好了2000多
个饺子。

“头发剪了之后，整个人
都轻松了。”敬老院的老人年
龄都在60岁以上，部分老人因
身体原因不能自理，义工们专
门为老人们理发更衣。汉庭连
锁酒店还为每个老人准备了新
袜子、尿不湿和汤圆。考虑到
老人们身体状况欠佳，仁和药
业招远代理商还为老人们送去
了感冒、发烧、咳嗽及肠胃方
面价值300元左右的药物，以备
不时之需。此外，义工们还自
费买肉和水果，为老人改善生
活。

义工联合爱心企业

为敬老院送汤圆

萌萌腿上的肿瘤已有西瓜大小，看着乖巧的女儿，张女士心疼地直掉泪。 本报记者 宋佳 摄

莱莱州州2233岁岁小小伙伙放放弃弃工工作作回回家家侍侍奉奉双双亲亲
不幸村口遭遇车祸，周边好心人纷纷伸援手帮筹善款近3万元

6年前，母亲突发脑溢血，
多次手术后仍无法自理，至今
瘫痪在床，说话都不清晰，更别
提操持家务。

读大学期间，王林就格外
努力和节省，只想为家里减轻
些负担。但怎奈祸不单行，去年
年底，常年在家种地、操持家务
的老父亲突然查出肺癌晚期。
整日咳嗽、哮喘，父亲王兴信已
无法种地，声音变得喑哑，走长
一点的路也会呼吸不畅，多数
时候他只能勉强在家伺候老

伴。身体每况愈下，在连续化疗
一个月后，家徒四壁的王兴信
放弃了治疗，只愿最后的日子
里少一些遗憾。

不忍双亲在家受苦，大学
毕业后，23岁的王林毅然放弃
了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返回
莱州老家伺候年迈的父母。为
了补贴家用，他在莱州市里找
了份零工，每天起早贪黑地干
活。但不幸继续上演，今年1月
25日，王林返家途中在村口遭
遇车祸，浑身多处骨折。

躺在莱州市人民医院骨科
病床上，王林看上去疲惫而虚
弱。刚做完腿部手术，6个月内
无法下床，无法在跟前侍奉双
亲还得麻烦亲戚照顾自己，王
林显得焦躁而无奈。

住院不足半个月，已经花
费4万余元，这让原本就困难的
家庭更加艰难，亲戚凑了一大
圈，仍无法补住治疗缺口。病床
上的王林只能先部分治疗，待
钱款凑齐后继续接下来的手
术。

“没有钱，是一点办法也没
有。”担心儿子的安危却帮不上
忙，王兴信在家只能连连叹气。
炕上瘫痪的老伴儿口齿不清，
常急得直抓被子。

被王林的孝心打动，出事
之后，周围邻居纷纷前来看望、
帮忙，东一家西一家，很快凑到
4000元左右善款。

王林之前就读的莱州六中
的同学也很快发起爱的倡议，
呼吁大伙伸手帮助他渡过难

关，很快筹集到8000余元善款，
送到了医院。

爱心还在继续。扬帆助学
服务队义工得知情况后也在
网上发起呼吁。热心人王云、
刘玉霞、曹庆男捐出1000元善
款，盖翘虎、宋晓伟、杨金晓、
王 女 士 分 别 捐 出 5 0 0 元 善
款……目前，5500元善款已由
义工先行送到了王林手中，其
余部分将通过银行转账汇入。

3月1日，莱州当地的义工

为王林一家送去了汤圆、牛
奶、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这
是继春节期间义工送来万余
元善款后，再次送来了温暖。

据了解，自王林出事以来，义
工和周围邻居、同学等好心人先
后给他筹集了近3万元的善款，雪
中送炭的恩情让23岁的大小伙子
感激得哽咽不已。“没有大伙的帮
忙，我根本挨不到现在。”

如今，王林只盼着能早点
康复，回家伺候爸妈。

毕业后回家

侍奉双亲

却不幸遭遇车祸

爱心人士接力

邻里、亲朋、义工

帮忙筹善款

车祸住院后，扬帆助学服务队义工给王林送来了帮他筹集的善款。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如果家庭不出现变故，23岁的莱州
小伙王林会选择留在哈尔滨或其他大
点的城市工作，靠自己的能力打拼出一
片天地。无奈祸不单行，父母纷纷患病。
大学毕业后，孝顺的王林毅然放弃工
作，回家侍奉双亲。但不幸继续上演，今
年1月25日，在莱州打零工的王林路过
村口时遭遇了车祸，浑身多处骨折。

天不垂怜，人间有爱。得知情况
后，村里的邻居和莱州六中的同学纷
纷发起爱的倡议，扬帆助学服务队义
工和好心人也纷纷捐款捐物，目前已
为他筹集善款近3万元。

活动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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