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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热读关键词 微心愿
对一些老人来说，一些微不足道

的小物件却如同奢侈品般珍贵。如果
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就能帮助一位有
需求的老人，您愿意参与吗？

暖新闻

一语 人惊惊
环球采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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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聊家常套出老人小心愿

近日，北京朝阳门街道开
展了一项公益活动。将老人
们的“微心愿”制成二维码，摆
放或是粘贴在养老驿站、商
店、超市等显眼位置，见到的
市民用手机扫码即可认领。

“有的老人一辈子也没收
过一次快递。于是，我们就
想，能不能收集一些老人的微
心愿，让商户认领。”东城区朝
阳门社区服务中心志愿者联
盟的志愿者侯剑楠说，这个想
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社区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忙着到
老人家收集微心愿，再将老人
们的心愿制作成二维码，只要
用手机一扫描，立刻就能看到
老人的基本情况、心愿详情，
并可以实时进行心愿认领。

在收集心愿的过程中，大

家遇到了难题。原来，有些老
人简朴惯了或是不愿给别人
添麻烦，如果直接问他“您想
要什么？家里缺什么？”老人
会说“挺好，什么都不缺”。于
是，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们，没事就到老人家里看望，
和他们聊天。时间长了，老人
便有意无意说起自己的心
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默默记在心里。不到一个月，
首期征集上来的 10 个“微心
愿”正式对外发布。

首期“微心愿”3小时被“抢光”

带小板凳的多功能拐棍、
厚棉被、电饭煲、电热水壶、热
水器……老人的“微心愿”会
有人认领吗？首期“微心愿”
正式推出后，侯剑楠忐忑不
安。没想到 3 个小时后，志愿
者们便惊讶地发现，10 个“微

心愿”已被认领一空。更让人
意外的是，原本打算让商户认
领的“微心愿”，大多被无意间
从朋友圈看到这一消息的普
通人第一时间“抢走”。

“北京二中学生张天越的
母亲，在朋友圈看到‘微心愿’
的消息后，立刻‘抢’下了王长
松老人想要新热水器的心
愿。”侯剑楠称，孩子的母亲直
接通过微信转账 2000 块钱，
委托志愿者帮忙选购一款合
适的热水器。最终，志愿者经
过多次比价，在网上商城为认
领家庭选购到了一款1000多
元的电热水器，加上上门安装
调试费，总价将近 1500 元。
随后将多余出来没花完的钱，
又退给了张天越的母亲。

需求类型将更多样化

侯剑楠表示，在首期心愿

中，有个老人希望能拥有一个
电饭煲。但没想到，心愿被人
认领，准备送往老人家的时候
才得知，老人没等到他的新电
饭煲就去世了。为此，侯剑楠
和志愿者们心里特别不是滋
味，“这给我们提了个醒，心愿
认领后，一定要抓紧时间，尽
早送达，千万不要留下遗憾”。

如今，“微心愿”已推出了
两期。第一期推出的10个“微
心愿”全是实物形式，而从第
二期推出的 7 个“微心愿”来
看，有些老人的心愿并不是物
质上的，而是一些服务类的需
要。比如，住平房、没有洗浴
条件的老人希望在春节前洗
一次澡，有的老人希望有人帮
自己收拾一次屋子等。可以
发现，未来，“微心愿”的类型
呈现更加多样化的趋势。（摘
编自《北京晚报》）

本报讯 湖北武汉的高庆
生本是出生于偏僻山村的农
家少年，通过努力奋斗，成为国
企工人。离乡 53 载，71 岁的
他一直牵挂着生他养他的家
乡。近日，他购置了一批年货
送给老家的乡亲们。

高庆生是武汉阳逻街马
山村沟湾人。18岁时，他离家
前往阳逻合作社参加工作，21
岁进入武钢车间，成为一名电

焊工。此后他在武汉青山区
成家，直到退休。高庆生出去
闯荡后，他的姐姐、妹妹相继出
嫁。父亲去世得早，只有母亲
一人在家。高庆生的母亲生
前体弱多病，左邻右舍就帮忙
挑水、送菜；农忙时节她做不了
多少农活，乡亲们就帮忙收麦
子、收谷子；母亲去世时，高庆
生有事没有第一时间赶到，也
是乡亲们帮忙料理后事。

这些，高庆生都牢记在心
底。于是，这次他把省吃俭用
攒下的4万元积蓄全部拿了出
来，买了米、肉、油等年货，一车
车拖运到马山村。120 户村
民，每家都能收到米、肉、鱼、油
各5公斤。“一个人不管是穷是
富，到什么时候，一定都不能忘
记家乡，都要记住乡愁。”重回
故土的高庆生，动情地表示。
（摘编自《楚天都市报》）

本报讯 河南的王女士千里赶赴
杭州，领养了一名不到5个月的女婴，
结果返回老家体检后才发现，女婴身
患多种疾病。得知后，王女士不愿再
继续领养，但对方也不愿接回。

王女士来自河南，她在浙江杭州
某小区当保安的父亲偶然听同事说
起，有一户人家生了孩子，因无力抚
养，想找一户好人家收养。2018 年
12月22日，王女士和母亲、弟弟来到
杭州市儿童医院，准备领养孩子。双
方私下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上面清楚
写明：“婴儿身体健康，今后有疾病与
甲方无关系，也不能退还给甲方。”

就在王女士将孩子抱走前，护士
告诉他们说有药没取走，“护士说孩
子甲状腺素低，需用药物补充”。1月
6日，孩子的药吃完了，王女士就到河

南省平顶山第五人民医院开药。因
为要做相关检查，王女士电话联系孩
子父亲要之前的出院记录。之后孩
子父亲发来了杭州市儿童医院的出
院记录。上面显示，“出院诊断：1.胎
粪吸入性肺炎；2.低出生体重儿；3.新
生儿低体温；4.新生儿毒性红斑；5.先
天性心脏病……”诊断记录让王女士
觉得天都快塌了。无法承受这样的
结果，她和母亲 1 月 8 日带着孩子赶
到杭州，想把孩子交还给亲生父母，
可对方联系不上。1月14日，孩子的
父母终于出现。可面对王女士的质
疑，对方态度冷漠。

目前，这个孩子已被送到杭州市
儿童福利院。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
表示，会起诉孩子家长，由法院裁决
来定。（摘编自《扬子晚报》）

本报讯 河北邯郸70岁的
李维平自幼酷爱书法。退休
后，他利用近一年时间，创作
了一套 4 本共 1 万多单字的

《草书字典》。
李维平自幼酷爱书法，长

大参军、参加工作后，经常在
部队或单位画画、写黑板报。
57岁内退后，李维平开始看着

《新华字典》练习草书。十几

年来，李维平练字抄《新华字
典》八遍，足足写了10万多字
的草书。经过不断的分析和
探索，2018年年初李维平正式
开始创作《草书字典》，到2018
年12月底，《草书字典》最终完
成。为了孩子们查字方便，李
维平将《草书字典》的目录和

《新华字典》的拼音目录一致，
通过目录里的拼音可以找到

需要的字。
“书法艺术是我国的经典

国粹，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
传承这一国粹。”李维平表示，
受到自己的影响，他的孙辈们
也爱上了书法，“我教孩子们
从一横一竖一撇一捺开始写，
就像做人一样，要踏踏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摘编自《邯郸
日报》）

“经济压力大。”
——近日，广东佛山

一商场内发生两起坠楼事
件，一小女孩与一中年男子
先后坠落。所幸事故未造
成人员死亡。据悉，两名坠
楼者没有亲属关系，这名男
子目前已被警方刑拘。当
警方问其为何将陌生女孩
从商场3楼扔下时，他如此
表示。（摘编自《东南早报》）

跟一句：懦夫！

“我太激动了。”
——1月25日，S16杭

浦高速公路往杭州方向过
临平收费站1公里附近，发
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原
来，一位杭州小伙子在高速
上开车时，突然收到公司的
年终福利短信，就多看了一
眼，结果造成了这起事故。
（摘编自《钱江晚报》）

跟一句：乐极生悲。

老夫妻攒 20 万元资
助贫困学子 近日，安徽省
利辛县的刘文贵、杨秀荣
夫妇，将从1996年开始省
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近 20
万元捐赠给贫困学子。据
悉，丈夫刘文贵 1929 年 8
月生，妻子杨秀荣1933年
4 月出生，二人均是退休
干部，每月退休工资六千
多元。实际上，老两口的
生活并不富裕。在利辛县
前进东路商务局家属院，
夫妻俩一住就是三十多
年。刘文贵说：“1 块钱的
面条俺俩能吃2顿，2个月
用不到1000块钱，受苦惯
了。虽然我们都不富裕，
但与那些贫困家庭相比，
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
（摘编自《亳州晚报》）

美国男子养鳄鱼治疗
抑郁症 美国65岁男子乔
伊·亨尼住在宾夕法尼亚
州，患有抑郁症。亨尼表
示，鉴于他不愿服药治疗
抑郁症，经医生同意，他饲
养了一只鳄鱼作为情感支
持动物。据悉，他饲养的
鳄鱼叫沃利，今年4岁，体
长约1.5米，平时通过拥抱
和“击掌”帮助亨尼缓解抑
郁情绪。亨尼表示，尽管
鳄鱼是凶猛动物，但沃利
从未咬过人，甚至怕猫。
他有时还会带着沃利出
门，因为沃利就像条狗。
（摘编自《都市快报》）

难忘邻里恩，退休工人办年货送乡亲

七旬老人耗时一年创作《草书字典》

领养后发现女婴患病，想退遭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