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卖公告
受有关部门委托，山东

正和拍卖有限公司定于2015
年4月24日9:30在中国拍卖行
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上公开
拍卖：一、位于栖霞市东山小
区19号东二层西户房产，约
55 . 85㎡；二、位于栖霞市跃进
路北门里街22号楼1单元301
号房产，约72 . 97㎡；三、桑塔
纳轿车两辆，中华轿车、别克
轿车、长安面包车各一辆。

一、拍卖标的展示时间
和地点：自公告之日起，标的
物所在地现场展示。

二、竞买保证金：一号和
二号房产标的贰万元/项；三
号标的伍仟元/辆，须于2015年
4月23日15时前到达指定账户。
联系电话：0535-6623940
18653506579 18663891632
拍卖机构地址：烟台市莱山
区红旗东路18号台湾村43号
楼101室

2015年4月16日

汇聚爱的力量，公益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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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孟昱彤 ) 还
有不足俩月时间就要高考了，
不少寒门学子正在为自己的梦
想夜以继日地拼搏努力。在精
神紧张之余，他们无力承担增

加营养所需的费用。即日起，本
报联合扬帆助学服务队为寒门
学子增加营养餐，如果您愿意
参加，可拨打15264520357报名。

在我们周围，有许多家境
贫困的孩子，在高考来临前，不
仅要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还要为将来考上大学的费用担
忧，馒头咸菜是他们的家常便
饭，营养严重缺乏也将影响他
们的正常发挥。

提前给他们一点关注，就
能在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上给他
们更多鼓励；提前给他们增加

一点营养，或许他们在考场上
能有更好的发挥。即日起，本报
联合扬帆助学服务队发起“为
寒门学子加营养”大型公益活
动，5月1日起，我们将为情况属
实的寒门学子每天增加两个鸡
蛋和两包牛奶，如过您也想参
与，请尽早报名。

如果您身边有亲朋好友的
孩子正读高三，他们正因家境
困难面临压力，请及时和我们
联系。我们将联系爱心企业和
热心人士给孩子每天的饭菜中
加些营养，给孩子冲刺增添力

量，让他们以充沛的精力迎接
即将到来的高考。

如果您或者您的企业愿意
为孩子们加油，欢迎报名参加。
您也可以自购爱心牛奶，鸡蛋，
加餐将以饭卡充值的形式送到
孩子们手中，一个月的加餐费
用预计为150元左右。后期，本
报将陆续刊出需要帮助的孩子
信息，向读者及时反馈善款用
途。

还在等什么，赶紧加入我
们，一起为高考生们加油吧！报
名请直接联系：15264520357。

备备考考路路上上，，让让他他们们也也能能吃吃蛋蛋喝喝奶奶
本报联合扬帆助学服务队为贫困高考生加营养，欢迎爱心人士和企业参与

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孙淑
玉 实习生 孟昱彤) 为还养马
岛景区更干净整洁的环境，牟平
阳光爱心服务队号召义工从现在
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以
自己的实际行动唤醒所有人的环
保意识。5月1日上午8点半，牟平阳
光爱心服务队将组织义工到养马
岛景区内清捡垃圾，用行动向游
人宣传爱护环境。如果你也想参
加，赶紧拨打电话13176936666或
13606443083报名吧。

活动定在5月1日上午8：30-
10：30的养马岛中心广场，随行义
工可自备手套和塑料袋，活动结
束后，义工帮忙清理现场，并负责
物品回收。活动期间禁止吸烟、随
地吐痰。路上发现白色垃圾要拾
起装进塑料袋，活动后扔进垃圾
桶。

边春游边美化环境

公益活动等你来

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孟昱彤 ) 妻
子温柔贤惠，女儿乖巧可爱，
家住牟平区的李亮本过着平
静而幸福的生活，但今年1月
26日的一份诊断书打破了原
有的美好。2岁的女儿李雪菡
被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高额治疗费愁坏了一家
人。好在，爱心人士纷纷伸援
手，已帮忙筹集了 4 0 0 0元善
款，但这对高昂的治疗费来说
仍是杯水车薪。

30岁的李亮家住在牟平
区，每月收入2600元，妻子没
有工作在家照顾女儿，女儿今

年2岁，叫李雪菡，乖巧可人。
一家人虽不富裕，但也过得其
乐融融。然而，不幸的是，这份
幸福在春节前夕被打破了。

“到现在就和做梦一样，完
全没办法相信孩子患上了白
血病。”李亮哽咽地说，春节前
女儿脸色发黄，手上起湿疹，
一开始他和妻子都没当回事，
后来感觉孩子的精神头越来
越不好，就带孩子到医院检
查，最后竟被确诊为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

目前，2岁的小雪菡住在毓
璜顶医院儿童内科3病区207室
18床，正进行第二次化疗。李亮

说，高昂的治疗费让家人无力
承担，他也一度想过放弃，但每
每抱着女儿逗弄玩耍，都让他
不舍和揪心。

15日上午10点，记者赶到
病房时，李亮正戴着一次性口
罩躺在病房的长沙发上，他的
妻子则在透明的无菌帘子里搂
着两岁的女儿睡觉，小雪菡的
脸上起了一串小红点。

“孩子本来就小，身体也
不好，做化疗又瘦了4斤，看着
真让我揪心。”李亮的妻子说，
目前孩子的花费已近20万元，
因为孩子年龄太小，化疗疗程
相对慢一些，第一个疗程用了

近50天。
“50天里，我一直躺在这

个长沙发上休息，我累点没
事，就希望我女儿能好起来。”
李亮看着熟睡的女儿说，女儿
的病治愈率很高，他心里抱有
很大的希望，也盼望好心人能
伸手帮一把，救救年幼的女
儿。

亲戚朋友慷慨解囊之余，
还帮忙在论坛和微信朋友圈中
发帖求助，盼望好心人的帮助，
1 0天时间里已筹得4 0 0 0元善
款。如果你也想帮帮这个两岁
的 女 童 ，请 联 系 父 亲 李 亮 ：
13806380774。

女女儿儿才才22岁岁，，不不幸幸患患上上急急性性白白血血病病
虽治愈率很高，但高额费用愁坏了这对年轻父母，希望爱心人士帮帮忙

““在在舞舞蹈蹈的的世世界界里里我我不不会会孤孤独独””
失去丈夫和女儿的孙霞如今走出悲痛成立了义工舞蹈队，以舞传爱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孟昱彤

七年前，丈夫和女儿
先后去世，留下孙霞独守，
夜里她没少流泪，在寂寞
和思念中挨着过日子。后
来，在和慈善义工结对中
她重新融入生活，慢慢在
舞蹈中找回了自己。如今，
54岁的孙霞筹建成立了开
发区慈善义工舞蹈队，希
望用舞蹈传递爱心和快
乐，回报曾经帮过自己的
人。

一间不大的屋子，收拾得
干净利索，阳台上几盆花长势
喜人，进屋后还有几只猫徘徊。
没有逝者的照片，也不见悲伤
的容颜，很少有人能想到，七年
前，这间屋子的女主人孙霞先
后历经了丈夫和女儿的离世。

八年前，丈夫查出癌症，一
直卧病在床，而唯一的女儿患
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生活
也无法完全自理，里里外外都
要靠孙霞支撑。独自一人照顾
着丈夫和女儿，退休后孙霞还
找了份零工，经常中午给家人
做完饭，自己来不及吃就得出
去工作。尽管日子过得有点苦，
但有家人陪伴的日子还是让孙
霞觉得弥足珍贵。

原本以为多加小心就不会
有问题，不曾想丈夫和女儿的
病情一天天加重。七年前的那
个春节过后没多久，丈夫去世，
之后不到一个月，女儿也因病
去世了。

丈夫和女儿去世后，孙霞
没少流泪。怕看到照片伤心，她
一度将女儿和丈夫的照片都藏
在床底下，只在晚上拿出来偷
偷看几眼。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是
把他们淡忘了，只是把他们放
在了内心最深处。”孙霞说，亲
人相继离世，她似乎也失去了
爱的能力。

去年，亲情家园服务队义
工得知孙霞的情况后，志愿者

林霞和孙霞结成了长期帮扶对
子，经常有公益活动就陪她参
加。感受到来自社会多方的温
暖，孙霞渐渐走出了亲人离世
的阴霾。

如今，阳台上养了几盆花
草，闲来就侍弄花草，陪着猫到
小区闲逛，或者找志愿者聊天，
孙霞的日子有了更多寄托。

采访间隙，一只叫“公主”
的猫贴着柜子走过来，孙霞先
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随后担心
猫磕碰着，就用手护住柜子一
侧，嘴里唤着“女儿”，直到猫走
开了她才重新坐回床上。

孙霞告诉记者，在志愿者
的开导下，她重拾自己的爱
好——— 舞蹈，还特意到老年大

学学习，早上六点准时起床，每
天有四个小时都在练习舞蹈，
学成之后，她经常参加义工慰
问演出。“整天跳舞，在舞蹈的
世界里我不会孤独。”孙霞说，
跳舞累了晚上睡觉就会踏实很
多，会少想以前的事儿，也会少
很多烦恼。

志愿者的开导和舞蹈给
她打开了新的大门，如今在舞
蹈和公益间游走，她有了更多
自信。感念志愿者的帮助，近
日，孙霞在小区里拉起了自己
的舞蹈队，组建了开发区慈善
义工舞蹈队，她想把曾经给过
自己温暖的舞蹈传递下去，让
更多人因舞生爱，勇敢地面对
生活。

如今，54岁的孙霞游走于舞蹈与公益之间，多了份充实，少了些孤独与悲伤。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为高考生
加营养餐
齐鲁晚报 扬帆助学

活动预告

本报4月15日讯 (记者 于飞
实习生 贾晓艺 ) “我跟五爷

爷已经30多年没见面了，很想找到
他。”日前，市民王女士拨打了本报
寻亲热线，想要寻找她失散多年的
五爷爷。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的老家在
威海乳山市崖子镇哨里村，她来自
一个大家庭，爷爷辈的老人有6个，
现在只缺五爷爷不在家谱里。五爷
爷名叫王宗江，今年80岁了，60多
年前去了济南当兵，之后就再也没
回过老家。王女士只知道五爷爷在
济南生活过一段时间，并有三个女
儿和一个儿子，王女士及家人都想
尽快找到五爷爷，让大家族的家谱
完整起来。

“我对五爷爷的情况知道得太
少，但想要家人团聚的心情很急
切。”王女士说，看到本报的寻亲栏
目，燃起了她寻找亲人的希望，王
女士全家都想知道五爷爷现在在
哪里，希望通过本报能尽快找到。
如果读者有相关信息，可与王女士
联系，她的电话是：18563852006。

家谱上只缺五爷爷

希望大伙帮忙找找

义工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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