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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1日讯 (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孟昱彤)

还没来得及分享初为父母的
喜悦，2个月大的宝宝就查出
患有胆道闭锁，急需手术。为
给儿子捐肝，牟平31岁的李
雷每天坚持暴走十公里，于4

月18日顺利和襁褓中的儿子
做了肝脏移植手术，花了近
30万元。如今手术顺利，后续
的8-9万元治疗费用让这对
刚工作不久、尚在牟平租房
住的年轻父母陷入绝境。

2014年11月17日儿子出
生，这给李雷一家带来了无数
欢笑。看着儿子一天天健康长
大，家人对孩子的期望也与日
俱增。可好景不长，还没来得
及多多分享为人父母的喜悦，
孩子出生一个月打预防针查
出黄疸，两个月大的时候又查
出胆道闭锁，急需手术。

得知需要进行肝脏移植
手术，高昂的治疗费难以负担
不说，后期的排异治疗也是不
小的负担，不少亲友都劝李雷
放弃。

“他才那么小，还没来得
及看看这世界，我们实在不忍
心。”李雷说，看着病床上低声
呻吟的儿子，只要有一线希
望，他和妻子都想试一试，带
孩子来世界走了一遭，他不愿
意就这样放手。

从那以后，李雷和妻子带

着儿子辗转烟台和北京两地
治疗。配型成功后，李雷开始
暴走减脂肪肝，每天十公里，
不到三个月就瘦了20多斤。如
今手术成功了，高兴的同时，
李雷一家又为后期8-9万元治
疗费犯了愁。

为了给儿子捐肝，从今年
大年初二开始，李雷每天坚持
跑步十公里，很快瘦下了20

斤，中度脂肪肝也没了。
4月28日，李雷和刚5个月

的儿子躺在病床上同时被推
进手术室，几个小时后，儿子
的肝脏移植手术成功，如今
正在北京友谊医院接受术后
治疗。

今年31岁的李雷是牟平
一家医院的聘用医生，月收入
在3000元左右，和妻子至今在
牟平租房居住。为给儿子治
病，目前已花去近30万元，老
家的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
了。为了照顾儿子，妻子从去
年年底就没能上班，家里的
经济状况早已捉襟见肘。

“只要有一丝机会，还是
希望能为孩子试试看。”李雷
说，如今儿子每天都要抽血化
验，查看肝功及抗排斥药物的
浓度和凝血功能。

如果您愿意帮帮这对年
轻的父母，愿意救救这个尚在
襁褓的婴儿，可直接联系本
报：15264520357。

小小伙伙暴暴走走三三个个月月，，捐捐肝肝救救幼幼子子
宝宝出生不久患上胆道闭锁，手术后的治疗费愁坏了这对年轻父母

本报5月11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实习生 孟昱彤) 黄手环是
爱与帮助的象征，传递的是社会互
助的信号。它以显眼的黄色为基色，
容易引起路人关注，为患阿尔茨海
默病的老人戴个“黄手环”，其中附
上老人的姓名、家庭住址、亲人联系
方式等，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识，
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

近日，招远市阳光公益志愿者
联合会订购了一批黄手环，免费为
老年痴呆症患者及70岁以上有行
动能力的老人发放，若家中有符合
条件的老人，均可申请免费领取，5

月12日起开始免费发放。
黄 手 环 免 费 申 领 热 线 ：

15553556622 QQ：233303999

免费发放地点：招远市金水桥
商业街D-15号(魁星中学南30米金
水桥北路口向东100米路南，招远
市阳光公益志愿者联合会)

爱心黄手环

助老人安全回家

17岁女孩患尿毒症

爱心企业伸援手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孙淑

玉 实习生 孟昱彤) 如果不是
生病，此时海阳17岁的杨新应该坐
在教室里上课。三年前，杨新的眼睛
和双腿出现浮肿，到医院查出患有
肾病综合征，先后去多地治疗，花光
了家中积蓄仍不见好转，无奈下她
只好辍学在家，靠吃药维持。去年，
杨新转化为尿毒症，每周需到医院
透析3次，花销在1500元左右，高昂的
费用让一家人陷入困境。

父亲杨瑞臣今年53岁了，目前
在烟台的工地打工。妈妈是云南
人，除在家料理4亩地外，还经常到
村里的厂子打零工，今年10岁的弟
弟还在读小学。年初因参加农村
合作医疗时出了问题，导致杨新
近半年的治疗费无法报销，尽管
一家人省吃俭用，仍无法负担高
昂的治疗费。

得知情况后，海阳扬帆助学
服务队在内部发起募捐，很快便
为杨新筹集了3800元善款。此前，
义工于德平和朋友也先后给杨新
送去了4000元善款。

日前，在村委、义工和相关部
门的协调下，杨新的农村合作医
疗手续终于补办成功。在本报协
调下，此前曾两次参与本报“新年
心愿”活动的爱心企业也捐出2300

元善款“救急”。如果您也愿意帮
帮这个姑娘，可直接联系本报：
15264520357。

烟草专卖局成立

慈善义工工作站
本报5月11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通讯员 单伟伟 ) 近日，烟
台市烟草专卖局慈善义工工作站成
立，市慈善总会负责人及烟草专卖
局的57名新义工参加了成立大会。

多年来，市烟草专卖局一直热
心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从2002年
开始积极参与“爱心一日捐”活动，
先后在慈善总会建立了两个专项
慈善公益基金，募集捐款2572万
元，用于助学、助老、济困多个方
面，还开展慈善救助活动，发放救
助金1459万元。

阳光慈善温暖母亲

本报5月11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通讯员 卢昌磊 ) 5月10日
的母亲节刚刚过去，为了让困难家
庭的母亲感受到社会的温暖，福山
区慈善总会联合福山区妇联开展

“阳光慈善 温暖母亲”救助活动，
为33名贫困母亲每人发放1000元
救助金。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孟昱彤 ) 日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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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热心市民和爱

心企业的热烈响应。10日，又有
四家爱心企业报名，要为牟平
39个困难高考生提供营养加
餐。此外，烟台宝来利来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还为每个孩子送去
了6大袋豆粉。

“这些孩子太难了，我们也
想帮忙。”看到本报陆续刊出贫
困高考生的故事后，热心市民
刘女士致电称，愿意为孩子们
加油。在认捐营养加餐后，她还
想在朋友圈发倡议，呼吁朋友
们一同参与。

热心市民踊跃报名，爱心
企业也不甘落后。10日，烟台道

恩集团副总裁姚福珩和经理张
春晓、烟台富金集团总经理孙
爱博、烟台世茂百货物业公司
总经理李燚松及烟台惠禧文化
交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惠禧，
分赴牟平育英中学和牟平一
中，为39个贫困高三生每人送
去200元营养加餐善款。此外，
烟台宝来利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还为每个孩子送去了6大袋
豆粉。

提前给他们一点关注，或
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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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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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属实的贫困考生每天增加
两个鸡蛋和两包牛奶，让他们
在备考路上更有力。

此外，本报会陆续刊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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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为准高考生们加油吧。
如果您也愿意加入我们，请直
接联系：15264520357。

又又有有四四个个爱爱心心企企业业加加入入我我们们
包揽了牟平39个贫困高考生的营养加餐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孟昱彤) 4月
25日晚，村民崔仁亮突发脑血
管瘤陷入昏迷，家中尚有患病
的老母亲和读初中的女儿要照
顾。崔仁亮平日在村里乐于
助人，口碑很好，村民得知情
况后自发为他捐款，一小时
即筹得 2 6 2 9 0元善款 (详见本
报5月7日C10版《村里好人病
重，村民“秒捐”救急》)。崔仁
亮住院后，妻子和弟弟轮流
到医院照顾，家里没了劳动
力，成熟的草莓无人管理，一
家人很着急。10日，爱在栖霞助
学服务队义工特意为他组织了
爱心采摘，一上午就筹集善款
7990元。

10日一大早，来自40多个

家庭的近70名义工和爱心人士
驱车来到崔仁亮的草莓大棚，
进行爱心采摘。不少热心人干
脆只捐不摘，多数市民也只是
象征性地摘一点，希望以此来
捐款帮忙。

看到本报相关报道后，10

日一大早，芝罘区的热心市民
刘女士驱车前往，由于走得匆
忙忘了带钱包，她身上只剩28

元零钱。悉数捐出后，刘女士又
驱车到栖霞的朋友家中借来
600元善款捐出，希望能多帮帮
崔仁亮一家。

10日，仅仅一上午时间，义
工和热心人士就通过爱心采摘
的方式为崔仁亮一家筹集善款
7990元。10日中午，义工将善款
悉数送到崔仁亮的家人手中。

无无暇暇管管理理的的草草莓莓棚棚迎迎来来爱爱心心采采摘摘
70位义工和好心人帮崔仁亮摘草莓，并以此为他募集善款7990元

看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宝贝，因为病痛小脸蜡黄，初为父母的
李雷夫妇很是心疼。 受访者供图

10日恰逢周日，义工和热心市民驱车赶往崔仁亮家的草莓
大棚，开始了公益采摘。 受访者供图

为高考生
加营养餐
齐鲁晚报 扬帆助学

《村里好人病重，村民“秒捐”救急》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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