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侯金花）西海都市报报
道了兴海五岁男童小亮亮得怪病的消息
后，小亮亮的病情牵动了社会各界人士的
心，大家纷纷慷慨解囊，献上自己的一份
爱心。 截至 11 月 16 日下午， 捐款总额已
达 14 万元。

16 日下午，春之语志愿者服务社相关
工作人员将第一批捐款 4400 元送到小亮

亮的父亲手中。 春之语志愿者韩女士说，
他们将继续为小亮亮募捐。 小亮亮的父亲
李永青说，“现在除了说声谢谢，我真的无
以为报，希望帮助过小亮亮的好心人一生
平安。 ”

小亮亮的父亲李永青告诉记者，近几
天，省内外很多单位的工作人员陆续给他
卡内打钱， 很多爱心人士都不愿意留名

字。 有一位叫东智加的小伙子，之前帮小
亮亮订过酒店，他又在微信群里募捐了一
万六千多元。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报答他们， 真的
很感动。”李永青说，祁连县那名救助过小
亮亮的阿姨再次让儿子来看小亮亮了，还
带了四万多元善款。

据了解， 小亮亮后期仍需接受手术、

化疗等治疗， 每个月需要近万元的费用。
西海都市报向社会呼吁， 伸出援助之手，
帮帮小亮亮。

小 亮 亮 的 父 亲 李 永 青 电 话 ：
15897043396； 银行账号 ：
6228�4819�4813�2528�273；
开户银行 ： 中 国农业银
行；开户名：李永青。

本报讯 （记者 彭娜）11 月 11 日上
午，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省城麒麟湾
走失， 黄河路派出所民警将老人安全送
回家。

这位老人家住五四大街附近。 当
日上午，他在五四大街上遛弯，看见一
名女士从一家银行走出来， 便跟随这
名女士到了麒麟湾。 这名女士与老人
并不认识，她只是去麒麟湾吃午饭，而
老人一直跟着她 ，她跑 ，老人也跑 ，说
什么也不愿离开。 无奈，女士只得拨打
电话报警。

黄河路派出所民警马晓军与同事赶
到现场后，发现老人很眼熟，原来老人患
有老年性痴呆症， 他们已经好几次送他
回家。 但老人不愿跟民警回家，要跟在那
名女士身后。 两位民警便请求和那名女

士一起送老人回家。
把老人安全送进家门后，马晓军和

同事离开时， 老人又紧跟着他俩出门
了，还上了警车。 两位民警没办法，只好
带着老人出警。 带着老人工作实在不方
便，两位民警再次把老人送回家。 这回
老人的女儿在家，马晓军将老人抱到沙
发上，在老人女儿的劝说下，两位民警
才得以脱身。

马晓军说，在工作中，他们时常会
遇到走失的老人。 有一次，凌晨四点接
到报警， 昆仑十字有一位老人找不到
回家的路， 民警通过老人身上携带的
公交卡查找到家庭住址，将其送回家。
通常， 如果老人身上没有携带可以提
供线索的物品，民警会第一时间向 110
指挥中心汇报，110 指挥中心再将信息

发送到全西宁市（含三县）民警手中，
若恰好有人接到了报警， 就能很快找
到家人。

马晓军还说， 他在报纸上看到本报
发起的“幸福手环·带爱回家”公益众筹
活动，这是个好活动，他相信，有了幸福
红手环，就能更快找到老人的家人，帮助
老人顺利回家。

本报讯（记者 彭娜）昨日，本报“幸
福手环·带爱回家”第二轮公益众筹正式

结束，我们共收到认筹资金 12433.97 元，
将制作 4000 个幸福红手环， 发放给需要

的老人和孩子。
11 月 4 日晚 ， 本报微信公众平台

率先发出“幸福手环·带爱回家”公益
众筹倡议，仅仅 1 小时，1000 个幸福红
手环全部被认筹。 5 日，本报第一轮公
益众筹结束， 随后本报立即启动了第
二轮公益众筹活动， 帮助更多老人和
孩子顺利回家。 第二轮公益众筹于 16
日 18 时结束，这期间，心系家乡的爱心
人士张生菊认筹 2000 个幸福手环。 不
仅如此，张生菊还把本报“幸福手环·
带爱回家” 公益众筹活动介绍给上海
的朋友们， 发动大家一起认筹幸福红
手环。 上海的热心人许键得知此事后，
慷慨认筹了 1400 个幸福红手环，送给西
宁的老人们。

在第二轮公益认筹中， 本报共收到
认筹金 12433.97 元，其中，西海爱心基金
收到 95 元， 微信红包收到 11202.97 元，
现金 1136 元。 我们将用这笔公益众筹资
金制作 4000 个幸福红手环， 发放给需要
的老人和孩子。

感谢广大网友、 读者对本报公益活
动的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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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幸福红手环明日发放
●10 时在西海都市报社举行发放仪式 ●优先向 70 岁以上老人免费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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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娜）好消息：明天，
本报公益众筹的第一批幸福红手环开始
发放啦 !请参与众筹的网友和读者，以及
需要幸福红手环的老人，到西海都市报社
（青海日报社 5 楼）领取。

11 月 2 日，西宁老人脱国栋拄着拐棍
到附近药店买药，脚下一滑，摔倒在地。热
心市民赶紧上前帮忙， 面对众人的关心，
老人一时说不出家人的电话， 非常着急。
最后，老人想起了家里的座机号码，十几
分钟后他的老伴赶来，却因出门仓促忘带
手机，不记得儿女的手机号码，无法联系。

因为这一事件，4 日晚，本报微信公众
平台率先发出 “幸福手环·带爱回家”公
益众筹倡议，号召市民花 3 元钱认筹一个
幸福红手环， 照亮一位老人的回家路，目
标是 1000 个。 幸福红手环由硅胶制成，模
样就像一块手表。 “表盘”处有一个信息
存放口，可以写上老人的相关信息，或存
放一张写有家庭住址、 儿女联系方式、社
区联系人等内容的纸条。 有了这个红手
环，老人就不会因记不起家中的电话而感
到无助，路人也不会手足无措。

仅仅 1 小时，1000 个幸福红手环全部
被认筹。 在广大网友和读者的关注与支持
下，截至 11 月 5 日 17 时，本报第一轮公
益认筹共收到认筹资金 6264.98 元，其中，
西海爱心基金收到 3021 元， 微信红包收
到 1196.98 元，现金 2047 元。于是，本报用
这笔众筹资金制作了 2000 个幸福红手
环。

16 日，2000 个幸福红手环制作完毕
后，顺利寄达西海都市报社。

明日 10 时， 本报将举办第一批幸福
红手环发放仪式，把手环发放到需要的老
人手中，让他们放心出门，让他们的儿女
安心工作。 届时，请参与众筹的网友和读
者，持身份证到西海都市报社（青海日报
社 5 楼）领取手环。 另外，因首批幸福红
手环数量有限， 我们将优先向 70 岁以上
老人免费发放，数量为 1000 个，请需要的
老人持身份证前来领取， 也可拨打本报
96369 新闻热线咨询。

从老人摔倒记不起家中电话，到本报
发起“幸福手环·带爱回家”公益众筹活
动，到首批制作 2000 个幸福红手环，再到
明天的发放仪式，这十几天里，我们看到
了全国各地网友对本报公益活动的关注
与支持， 看到了高原大地爱心的凝聚，看
到了公益路上一个个普通人的身影。 正如
本报发起“幸福手环·带爱回家”公益众
筹倡议时所言：公益，离不开您的关注与
支持；公益，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第二轮公益众筹结束
将制作第二批 4000 个手环

“有了红手环 就能更快送老人回家”
★★相关新闻★★

40���姚建君 西宁 45 元 西海爱心基金
41���姚 凌 西宁 30 元 微信
42���张殷馨 西宁 66 元 微信
43���贾 彬 西宁 50 元 现金
44���许 键 上海 4200 元 微信
45���李峻岭 西宁 30 元 现金

46���童井坤 西宁 6 元 微信
47���@ 清香 西宁 3 元 微信
48���杨金莲 西宁 9 元 微信
49���张 婧 西宁 105.97 元 微信
50���刘 芳 西宁 30 元 微信
51���康 静 西宁 15 元 现金

52���于钟凤 西宁 6 元 现金
53���何文芳 西宁 60 元 微信
54���文 献 西宁 18 元 现金
55���沈秀珍 西宁 3 元 现金
56���王鼎超 西宁 33 元 微信

附：《西海都市报》“幸福手环·带爱回家”公益众筹第二批名单（二）

（若通过西海爱心基金参与认筹者未进入该名单，本报将进一步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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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万元爱心捐款相助小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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