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煤气气罐罐突突爆爆炸炸，，一一家家三三口口被被烧烧伤伤
父母想放弃治疗，将所有钱用来救治女儿，村民得知情况后纷纷捐款帮忙

孤孤寡寡老老人人、、贫贫困困生生
都都是是他他们们的的捐捐助助对对象象
8年来俞城电子向社会捐出12万余元爱心款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赵雪晴 马贵珍

几天前的一个凌晨，因为煤
气罐爆炸引起的大火让海阳的
孙永太一家彻底陷入绝境，不光
房子被大面积烧毁，一家三口也
被重度烧伤。高昂的治疗费用让

父母想放弃治疗，将所有的钱用
来救治女儿孙建美。得知情况的
村民已经自发为其捐款15000余
元。

4日清晨，家住海阳东村街
道 阎 家 庄 村 的 李 元 香 早 上 起
来做饭，刚一打开煤气灶，爆
炸就发生了。据村委会主任孙
世凯回忆说，爆炸发生时，他
听到“轰隆”一声，就像地震了
一样。

爆炸的巨大威力将屋顶都
掀翻了，火势蔓延很快，短短半
小时的时间，屋内的东西就被焚

烧一空。李元香的女儿孙建美从
窗户跳了出去，并与父亲孙永太
一道将母亲救出。

之后，一家三口被迅速送到
医院，又转院到烟台市莱阳中心
医院。该院烧伤整形美容科副主
任医师武永春介绍，李元香情况
最为严重，烧伤面积达70%多，属
特重度烧伤，孙永太及女儿的烧
伤面积分别达60%和40%，属大面
积烧伤，治疗费用估计要五六十
万元。

记者了解到，孙永太一家并
不富裕。两口子除了家里的十多

亩地，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女
儿今年刚毕业，目前在青岛一家
保险公司实习。妻子李元香几年
前曾做过一次心脏手术，花费近
4万元，这次火灾让这个本就不
富裕的家庭完全陷入绝境，入院
才两三天，已经花费了两万余
元。

“父母都说要放弃治疗，用
所有钱给妹妹治，让妹妹将来跟
着我过……”大女儿孙建华泪流
满面地说。火灾发生前一天，今
年刚刚毕业的妹妹孙建美放假
回到家中，原本她会在7日回青

岛实习。而此刻，她只能绝望地
躺在病床上。

得知孙永太一家情况后，东
村街道阎家庄村委迅速行动起
来，党支部书记孙本军及村委会
主任孙世凯带头为孙永太一家
捐款，村民也踊跃参与。目前，村
里已经陆续为孙永太一家捐款
15000余元。

如果您也想帮帮这个可怜
的家庭，请联系他们。阎家庄村
村委会主任孙世凯：13406593791，
李 元 香 的 哥 哥 李 元 海 ：
15254546797。

海阳国学夏令营开营

24名贫困孩子

免费学国学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实习生 马贵珍 赵雪晴)

近日，由烟台扬帆助学公益发展中
心主办的烟台扬帆助学公益发展
中心海阳办事承办的海阳国学夏
令营在英才学校开营，24名贫困家
庭的孩子将进行一周的学习。

此次夏令营旨在让孩子们明
事理、尽孝道、知感恩；并且教育他
们从小事做起，培养良好习惯；要
改变自己、改变命运。夏令营持续
一周时间，每天会有不同的老师带
来精彩的课程，例如学习《弟子规》

《论语》等。最吸引眼球的是夏令营
邀请了多年以来热衷国学学习和研
究的优秀老师进行基础知识讲解，
组织营员进行传统健身活动，如跳
大绳、踢毽子、丢沙包和跳方等。

夏令营活动场地及餐饮服务
由英才学校免费提供，活动所需一
切物品均由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和
部分义工赞助，不收取任何费用；
所有教师义务讲课，不收取任何薪
酬。海阳服务队义工、诸多社会爱
心人士和英才学校为此次夏令营
的开办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觉得这个夏令营既能让孩子
们体会国学的魅力，又能让他们学习
到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应该坚持
办下去。”夏令营薛志伟老师说。

义工将物资和表演

送进敬老院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实习生 马贵珍) 日前，“爱
在栖霞情暖夕阳”酷暑之行西城敬
老院活动在义工蔡育华和吴永财
的带领下，拉开帷幕。栖霞义工服
务队的42名义工驱车来到西城敬
老院，为敬老院的老人送去饼干、
冰糖、牛奶等爱心物资。此次活动
共购买了1943 . 6元的爱心物资，善
款全部由义工和爱心人士捐赠。爱
心物资均在“汶河食品”购买，商家
零利润提供爱心物资。

赠送完爱心物资，义工们为老
人带来了义演。衣泓霏小朋友演唱
的《重整山河待后生》，字正腔圆，
拉开了义演的序幕；慕学平义工的
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铿锵有
力，掀起了义演的高潮；小义工小
宝演唱的《你是我的眼》，情义真
切，深得老人的喜爱。在场老人不
时为表演送上阵阵掌声。

义演结束后，义工们为老人包
饺子、理头发、剪指甲。活动结束
后，金勇老师为义工送上了一首小
诗《赠送栖霞义工》，抒发自己内心
的感慨。

虽然夏日酷暑，但义工们仍然
积极参加活动。龙大冷鲜肉的丁艳
红在朋友圈里看到有敬老院活动的
通知时，给蔡育华留言说，她在外
地，不能赶回来，没能提供肉馅，捐
款200元，表达自己的心意。摄影义
工蒋乃华出差不能参加活动，安排
男朋友把茶枕送到了爱心联络站。

“公益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不受酷暑和严寒的影响。”义工蔡
育华老师说。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孙淑
玉 实习生 马贵珍 赵雪晴)

为帮助贫困学生更好地完成
自己的学业，也为社会提供更多
正能量，近日，俞城电子联合本
报看望福山区贫困生，并在公司
内部进行募捐，所得善款全部用
于贫困学生的学费及生活费。自
2007年以来，俞城电子相继为孤
寡老人、贫困学生以及身患重病
家庭困难的人员捐款120500元。

“我们不但是一个企业，我
们更是国家的一员，我们应该帮
助我们国家需要帮助的人。”俞
城电子的孙宁科长说。

俞城电子有限公司是扬帆
助学公益发展中心的长期合作

爱心企业，经常组织公司进行捐
衣物活动。2014年，俞城电子通过
扬帆助学团队得知蓬莱高二学
生迟焕萍，12岁时父亲因肺癌离
世，母亲2013年又因脑瘤在北京
做了手术，目前有债务无低保，
家庭经济无来源，靠亲友接济维
持生活，面临失学的困境时，组
织公司为迟焕萍募捐，将所得
2150元善款第一时间打到她的银
行账号里，资助她继续完成学
业。2013年，当公司得知贫困生臧
宝林面临失学困境时，第一时间
将2000元善款送到臧宝林手中。

俞城电子有限公司不但捐
助贫困生，还广泛关注需要帮助
的人。2012年，俞城电子有限公
司为孤寡老人捐款400元；2013

年1月为白血病患者献爱心2500

元；同年11月15日为在兰州拉面
烫伤的小女孩捐款3350元等等。
8年来，俞城电子有限公司向社
会共捐助爱心善款120500元。

俞城电子的工作人员走进贫困家庭。 受访者供图

公公益益不不是是作作秀秀，，关关爱爱老老人人需需脚脚踏踏实实地地
40岁的胡善博8年来坚持照顾孤寡老人，如今成立了爱心慈善服务队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马贵珍 赵雪晴

芝罘区40岁的胡善博自从第一次接触敬老院的孤寡老人群体后，就热爱
上了公益，8年来每周都会抽时间到芝罘区大大小小的敬老院看望照顾孤寡老
人。今年，他成立善博爱心慈善服务队，带领义工帮助芝罘区更多的孤寡老人。
他坦言，这些孤寡老人就是他的双亲，照顾他们让他的生活充满意义。

胡善博从小就喜欢陪老人
聊天，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胡善博在敬老院了解到孤寡老
人这一群体的存在。孤寡老人
多是自己的老伴和儿女去世或
者儿女不在自己的身边，并且
生活困难的老人。看到这些老

人生活窘迫，胡善博就决定用
自己的力量去帮助这一群体，
让他们幸福地过完晚年生活。

刚开始，寻找真正孤寡贫
困的老人就是一道难题。胡善
博一次次地去民政局询问，然
后通过办事处核实，由居委会

带着走访孤寡老人的家庭。
“我不是为了作秀，我会把

自己的钱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
孤寡老人身上。”胡善博说。

每周，胡善博都会为老人
送去足够的米、面、油和家庭必
备的生活用品。

“我自己的力量太小了，我
的目标是帮助芝罘区所有生活
困难的孤寡老人。”胡善博说。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胡善博成
立了善博爱心慈善服务队。现
在，慈善服务队已由最初的十
几个人发展到一百多人，队伍
还在不断地壮大。

每周，慈善组织都会有两次
公益活动，胡善博会带领义工到
孤寡老人或因病致残的贫困老
人家中去，为他们送去生活必需
品、陪老人聊天、送药、剪指甲、
理头发等等。

“我感觉这些老人就和小
孩一样，需要我的关怀和照

顾。”胡善博说。
胡善博总是合理地利用时

间，灵活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在
休息日或每天的早上和下班之
后投身于自己热爱的公益事业。

“公益不是作秀，我要脚踏
实地做事，帮助真正需要帮助
的人。”胡善博说。

每年端午，胡善博都会邀
请一位周姓的孤寡老义工来自
己家吃粽子过端午，今年端午
胡善博照例打电话邀请周老来
家里过节。拨了四五遍电话没
人接，胡善博以为老人出去遛
弯去了就没在意。

次日，胡善博再次给老人
打电话，还是没人接，胡善博想
起了老人患有心脏病，一下就

慌了，急忙驱车赶到老人家中。
只见老人房门紧闭，怎么拍门
都没人响应。胡善博心怀一丝
侥幸，以为老人出门走亲戚去
了，便让一名义工在老人家门
口等待，从中午一点半一直等
到晚上九点，都没等到老人。最
终 ,老人的弟弟打开了老人的
大门。胡善博发现老人已经在
家里去世了，身体已经浮肿。

此事之后，胡善博很后
悔没能早一点打开老人的大
门，就算不能救回老人，也可
以让老人走得有尊严一点。
这件事也成了胡善博坚持自
己公益之路的动力。他不想
看见有更多的老人走上这样
的结局。于是，胡善博每周都
会不定期地给老人打电话，
陪老人聊天。

8年前他开始关注

贫困孤寡老人

老人的尊严

是他坚持的动力

成立慈善服务队

帮助更多老人

爱心企业

汇聚爱的力量，公益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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