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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一家人把房子卖了还是不够

探望老人

近近百百名名市市民民报报名名参参与与本本报报““首首付付补补贴贴””活活动动
购买山语世家品质大盘即获1000元

汇聚爱的力量，公益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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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实习生 肖拓荒 ) 受助多
年，开发区单身妈妈李志娟不愿
再坐等别人帮助，她更希望能尽
自己所能帮助别人。近日，她正在
家中赶制30件围兜，准备送给开
发区老年公寓的老人们。

开发区 4 1岁的李志娟是一
位身患重病的单身妈妈，每月仅
靠替别人缝补衣服的几百元钱
养活自己和上学的女儿，别说看
病的钱，有时连吃饭的钱都没
有 。但 即 使 这 样 ，受 助 多 年 之
后，她坚持靠自己的能力回报社
会，给身边更需要帮助的人带去
温暖。

李志娟和女儿租住在开发
区不到50平方米的背阴小屋里，
平日里经常和开发区慈善义工
服务队的义工一起到老年公寓
帮忙。近日，有着缝纫手艺的李
志娟在家中赶制30个围兜，准备
送给开发区老年公寓的老人们，
方便老人吃饭。

“大伙经常帮助我，我也希望
能帮帮别人。”李志娟说。

开发区单身妈妈

送出30个爱心围兜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肖拓荒 通讯员 田

志伟) 近日，牟平农商行宁海支
行组织募捐，为患有肾功能衰竭
的李海荣捐款3 . 5万元。

老家牟平的李海荣原本有个
幸福的家庭，妻子贤惠，女儿乖
巧，但天有不测风云，他于1998年4

月份被确诊为肾病，多年治疗费
用花销超过10万元。去年8月，李
海荣病情加重，又因脑动脉瘤做
了开颅手术，这下更加重了家里
的负担。

如今，靠透析维持生命，李海
荣一家更是雪上加霜。得知情况
后，今年6月，牟平农商行宁海支
行张行长多方联系，为李海荣找
到肾源，并于6月18日成功进行了
换肾手术，现正在恢复期。

为帮李海荣一家渡过难关，
近日牟平农商行宁海支行又为李
海荣组织募捐，共捐善款3 . 5万
元。

牟平农商行宁海支行

为患病家庭捐善款

专刊记者 刘杭慧

自本报启动了“置业山语世
家可领首付资助金”的活动以
来，得到了市民的一致好评。活
动既为购房者提供了详细的楼
盘信息，又减轻了购房者的首付
压力，截至目前，已有近百名市
民参与活动。

“成交就给钱，这事靠谱！”
芝罘区的孙女士9日一早便致电
本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经过工
作人员核实孙女士符合报名条

件，“我想给儿子在芝罘区买个
房子，山语世家的房子位置不
错，价格也不错，报纸推荐的楼
盘我也比较放心，而且还能享受
到补贴。”孙女士对于首付补贴
活动赞不绝口。

自2015年开年以来，本报陆
续推出的首付资助金的活动在
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好评，不仅
给购房者提供了优质的楼盘推
荐，更用真金白银的方式为购房
者提供首付资助金。本次首付补
贴的活动，芝罘站山语世家项目
的所有房源均参与此次活动。

山语世家位于烟台生态新
城，东邻青年南路，南邻港城西
大街，西依苍翠马山、蓁山，北至
规划路，是芝罘区连四区远及全
省各地的枢纽，片区内种植花卉
比较集中，绿化率高，生态环境
佳，被誉为烟台的“南花园”

山语世家的开发理念是缔
造一个现代中式的高品质社区，

为此项目做了很多独具特色的
设计，比如大小院落的围合，超
高的绿化率，超宽的楼间距等。
目前在一期居住的业主都是烟
台市的高端人群，二期自在山产
品在一期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优
质的升华。

山语世家项目负责人告诉
记者，除了针对改善一族的洋
房、别墅等产品外，新推出的“自
由客”项目为刚需族打开了家
门，13—68平方米的极小户型在
烟台极为罕见，不到10万元就可
以置办一套房子，瞬间秒杀首付
和月供压力，总价低投资灵活，
宜住宜投资，解放了资金，对于
刚到烟台创业的人或者想置办
二套房的人以及投资客来说，都
是极具诱惑力的，也是最佳选择
之一。

自由客项目约13—68㎡的
优选小户型卓然来袭，全额首付
不到1万起，月供360元起，70年

产权在芝罘。山语世家自由客产
品呈现多样化，满足了不同人群
的不同需求，产品规划中，突出
了合院布置和绿化及景观小品
组合。

即日起，市民可通过本报开
通的电话、微信等途径进行报
名。齐鲁晚报工作人员会根据您
的具体情况确认您是否符合报
名条件，报名成功后，凡在9月30

日前购买山语世家房源的读者
将获得齐鲁晚报补贴的1000元
首付资助金。在奖项领取方面，
所有获奖者需在9月30日活动结
束后持报社发放的1000元首付资
助金奖券及与项目签订的购房
合同到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处
领取。

报名方式：

1、电话报名：拨打报名电话
0535—8459745，留下姓名、联系方
式等信息，齐鲁晚报工作人员会

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确认您是否
符合报名条件。

2、微信报名：扫描二维码并
添加“齐鲁晚报今日烟台”的微
信公众号，发送“山语世家+姓名
+手机号”进行报名，齐鲁晚报工
作人员会根据手机号联系您，确
认您是否符合报名条件。

活动参与流程：

1、报名：市民在活动期间可
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报名参与
活动，山语世家所有房源均参与
此次活动。

2、奖券发放：经过确认您符
合报名条件后，本报将发放给您
一张1000元首付资助金奖券。

3、奖金发放：9月30日后举行
奖金发放活动，所有在活动中成
功购房的购房者可凭报社发放
的1000元首付资助金奖券及在9

月30日前与项目签订的购房合同
领取1000元首付资助金。

日前，龙口市晨光慈善义
工队的近30名队员顶着烈日，
驱车来到素有“胶东小延安”之
称的龙口市南部山区的石良镇
黄城阳村，分别看望了建国前
的老党员姜厚信和9位抗战民
兵及空巢老人，并给他们送去
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还为他
们义诊、理发，帮他们做家务，
陪他们聊天。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通讯
员 吕世军 曹积涛 摄影报
道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肖拓荒 ) 年
幼的孩子突然连续感冒发烧，
辗转多地被查出幼年型粒单核
细胞白血病并伴有病毒感染，
只能进行骨髓移植。想都没想，
34岁的年轻爸爸唐明决定捐骨
髓救子。手术成功了，但治疗费
用又是个头疼事，卖了房子后
仍不够，唐明一家陷入绝境。

去年1月份，年仅1岁5个月
的小男孩唐浩轩感冒发烧，家人
带他去医院做检查后，发现孩子
的血常规情况不太好，血色素和
血小板持续降低，肝脾肿大。

一段时间内情况不见好转，
唐浩轩和家人开始踏上了漫漫
求医路。去年2月开始，唐浩轩全
家分别赴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
病医院与北京儿童医院寻求治
疗，花费3万余元仍没见好转。

去年6月，唐浩轩转回烟台
毓璜顶医院，前后住院19次，花
费达12万元。12月下旬，得知上
海道培医院能治孩子的消息
后，全家辗转至上海。在这最终
确诊为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
病、慢性EB病毒感染，必须进
行骨髓移植。

孩子父亲唐明是开发区荣
昌制药的职工，加上在家家悦

工作的母亲，这个家庭的月收
入在4000元左右。如今父母都
已辞职陪孩子在上海看病，昔
日欢声笑语的家里，现在只剩
身体不好的爷爷一人。每月
1500元的低保，是如今这个家
庭唯一的经济来源，这部分钱
也会全部用于孩子的治疗中。

“365天，有300天都在医
院。”爷爷念叨了两遍。这位60

岁的老人，不太熟练地从手机
里找出浩轩在家时拍的一段吃
面的视频。“你看看，他都不用
喂，自己拿着筷子就能吃。”看
着视频里孙儿的模样，这位花
甲老人眼里满是慈爱。大概是
想到眼前的困境，老人眼睛里
很快蒙上了一层雾气。

不忍放弃，父亲唐明在今
年5月底毅然捐骨髓救子，希望
以此能保住孩子的生命。

“他还这么小，怎么能就这么
放弃？”看着病床上因排异反应身
上出现不少斑点且不断抽搐的
孩子，唐明一阵心疼，但高昂的治
疗费又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现在孩子状况不太好，并
发了急性脑炎，高烧达38 . 5℃，
一直在抽搐，眼睛连续两天闭
不上。”唐明说，为了给孩子治
病，家里卖了房子，加上唐明所
在单位筹集的22万元善款，还
有8万元的报销款，目前已全部
花光，如今家里已经无力支撑，
唐明对象的信用卡上已经刷了
1万多元，但这些仍无法支付高
昂的治疗费，目前的治疗费已

经超过65万元。
唐明告诉记者，去年向社

会求助后，好心人陆续捐出1 . 4

万元善款，但这部分钱款早已
花光，如今一家人守在上海几
近绝望。

为了给孩子治病，这个原
本幸福的家庭已花光了所有的
积蓄，也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希
望好心人能帮帮他们，渡过眼
前的难关。如果您愿意帮忙，可
直接联系：18754557785。

如今已3岁的唐浩轩从去年1月份就开始住院治疗，这一年多
来多数时间都在医院里。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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