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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堂堂路路口口》，，一一位位父父亲亲的的深深情情呼呼唤唤
这是一位父亲写给患有自闭症儿子的歌
在本报联系下，充满爱心的烟台人免费为他制作了这首MV

本报记者 陈莹

自5月22日本报启动“大
悦城·我的爸爸是暖男”活动
至今，近千位市民与我们分享
了与父亲的故事，这其中就有
一位特殊的父亲。

时年43岁的于洪涛是一
位温暖的烟台父亲，很小的时
候，母亲便离开了他，与父亲
相依为命的他喜欢画画，但家
庭的贫困让他无法实现心愿。
18岁那年，于洪涛的父亲离
世，此后他一人在烟台漂泊。
直至30多岁时，他遇到了妻
子，34岁时，儿子于佳文出生。

“孩子还没生下来时，我
就跟我对象说过，无论以后孩
子喜欢画画，还是喜欢音乐，
我都支持他。”回忆起那时的
情景，于洪涛的脸上露出了笑
容。

然而，小佳文3岁多时，被
确认患有自闭症。

对于洪涛而言，很多很多
对未来的美好计划都在那一
刻轰然倒下，对儿子的深爱且
不弃，便成了他唯一的坚守。

为了给孩子筹集治疗费，
在服装厂打工的于洪涛去批
发市场卸货，200多斤的货，对
年近40的他而言勉强忍受，但
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让他彻
底地倒下了。

于洪涛得了心梗，心脏支
架手术后，他再也不能干体力
活了。

面对艰难的生活，于洪涛
仍保持乐观，闲时写写歌词，
每一首的内容都是写给儿子
小佳文的。

在一次采访中，于洪涛
说：“希望能把歌谱上曲子，让
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群体
的父母不易。”

这是一个面对困难不言
放弃的父亲的小小心愿。

听完这个故事，于洪涛打
动了我们，不能让他对儿子的
爱，因为独行而变得疲惫，我
们决定为他做一首MV。

“制作一首MV，要15万。”
当我们将这个想法与专业人
士探讨时，这个回答让我们一
下子陷入了困境。

放弃，还是坚持？坦诚地
说，前者一直没有被作为选
项。

因为爱、因为坚持、因为
责任、因为一切美好，在本报
联系下，烟台社会各界人士纷
纷伸出手来。

烟台市歌舞剧院、烟台大
悦城、海星影视动画、烟台1417

音乐工厂、山东时光坐标教育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烟台恒大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数不
清的单位在MV录制过程中伸
出援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为公益，我们全力支持，免费
出人、出力，绝不要一分钱。

此外，还有很多在背后默
默援助，却不肯署名的善良
人，其中一位女士的母亲即将
上手术台，但她为了最后的成
片连续改签了两次火车票。片
子完成后，我们相携走出，问
及留下来的原因，她说：“制作
片子的过程中，我被于洪涛感
动得不知哭了多少次。”

现在，我们将于洪涛写
的《天堂路口》MV正式推出。
这是烟台一个普通父亲的故
事，在他的身上有着很多很
多父亲的影子。于洪涛说：

“照顾孩子是他的责任、义务
而且是必须的。因为这是我
的孩子，不是别人。因为他不
会叫别人爸爸，他只叫我爸
爸。”

芝芝罘罘社社区区围围棋棋联联赛赛77月月中中旬旬开开幕幕
黑白擂台烽烟将起，快来报名吧

《齐鲁晚报》丹朱围棋公
益训练营《我和妈妈学围棋》
节目开播以来，深受家长和孩
子的好评，读者赞誉有加。

本期主讲：姚方老师(丹
朱围棋教学主管)；张鑫老师
(优秀教师)

地址：公益训练营总部
(同合里附12号)；公益训练营
祥发部(祥发小学对面)

《齐鲁晚报》丹朱围棋公
益训练营《我和妈妈学围棋》，

邀请想学围棋的孩子和家长一
起参加，现场录制视频节目，丹
朱围棋教室的优秀教师，李宁
老师、刘思玲老师、姚方老师、
张鑫老师等倾情开讲，用儿童
化语言，以故事的形式引入围
棋，将儿童成长元素融入围棋
教学，轻松活泼、生动有趣，寓
教于乐，让小朋友开心学围棋。
来吧，我们在等你哟。

咨询电话：6 6 1 9 8 6 0、
13854544777

快来和妈妈一起学围棋

每 过 一 关 ，除 奖 品
外，累计 1 0分，连闯五关
的 围 棋 爱 好 者 ，奖 励 价
值 1 8 0元的“丹朱围棋教
学对弈平台卡”，一起来
吧！

第三关：丹朱围棋积
分卡

黑先，如何下？
将答案图片发到：丹

朱 围 棋 微 信 公 众 平 台 ，
danzhu6666即可

请 上 期 发 送 正 确 答
案的围棋爱好者到《齐鲁
晚报》丹朱围棋训练营领
取奖品。

过关斩将有奖征答

参加《我的爸爸是暖男》节目期
间，有一位爸爸和我们说，我的女儿
学围棋两年多了，投入的时间并不
多，刚打上业余1段。我想提个建议，
社区联赛能否给普通围棋爱好者提
供一个平台，让他们也参与进来。

我们讨论暖男爸爸的建议，想
到了全国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想
到了大家快乐才是真的快乐。离开
了棋迷，离开了学棋的孩子，围棋将
曲高和寡，渐行渐远。我们要给普通
爱好者一个舞台，让大家一起嗨皮。

于是，我们有了烟台芝罘围棋
(乙级)联赛，有了业余1、2段围棋爱
好者的交流的平台，也有了我们草
根围棋的“星光大道”。

届时，我们普通的围棋爱好者
将展示自己并不完美的棋艺，他们
的登场会将烟台围棋推入一个雅俗
共赏的境界。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
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我们努力拼搏，积极参与，我
们在棋盘上撒点野。

张鹏

让我们在棋盘上撒点野

本报6月1 6日讯 (记者
陈莹 ) 为了烟台市围棋的普
及和发展，给围棋爱好者提
供一个学习、交流、比赛的平
台，在芝罘区体育发展中心
的指导下 ,《齐鲁晚报》、烟台
市芝罘区围棋协会、烟台丹
朱围棋将联合举办“快乐健
身·围棋欢乐行”大型系列活
动之——— 2015第五届烟台芝

罘社区围棋联赛。此活动将
展示传统的棋艺竞赛，弘扬
中国民族文化 ,进行棋道文化
宣讲。

本次比赛为乙级联赛，参
赛选手为业余2段以下选手，按
居住地代表各个街道办事处比
赛。甲级联赛将在乙级联赛后
开始。
一、活动流程：

1、实行团体赛制。共有14

支队伍参加此次比赛 ,每队注
册6人(4人参赛、2人替补),设主
将制。

2、比赛不设年龄、水平、地
域等限制。以街道办事处为单
位 ,经选拔进入前5名、注册后
即可参加比赛。
二、比赛时间：

1、报名时间 :2015年6月17

日—7月7日
2、比赛时间 :2015年7月17

日(以后每周五下午5点开始)

三、报名地点：
1、到各街道办事处报名。
2、齐鲁晚报《今日烟台》报

名。
3、丹朱围棋报名

四 、咨 询 电 话 : 6 6 1 9 8 6 0 、
13854544777

纹枰论道

【过关斩将】本期图

【过关斩将】上期答案图

这个周日到大悦城

说出对父亲的爱

父亲的爱是最深沉的，您可
能不曾向父亲吐露心声，您内心
可能有很多想说却又不敢说的
话，您需要的可能只是一个契机。
5月21日(本周日)下午5点30分，本
报“大悦城·我的爸爸是暖男”活
动将在大悦城西南广场举办，给
您提供一个平台，说出对父亲最
想说的话。 本报记者 陈莹

感恩父亲节

出游有优惠

为感恩父亲节的到来，让父亲
们度过愉快的一天，烟台汽车总站
旅游集散中心推出了系列烟威周
边游，包括威海刘公岛一日游、西
霞口野生动物园一日游、昆嵛山泰
礴顶/九龙池一日游、石岛赤山、汤
泊温泉等旅游线路，其中父亲节当
天前往西霞口野生动物园或石岛
赤山，可享受7-8折的父亲专享优
惠价格，详情可拨打总站旅游集散
中心电话0535-6293518进行咨询及
报名。

因患有自闭症，佳文的心与外界隔着一道门，作为父亲的
于洪涛一直为打破这道门而努力着。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天堂路口》mv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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