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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如潮水 十几小时收到万元善款
抱病娃送外卖的“袋鼠妈妈”感谢好心人帮助，给了她和孩子更大希望

“太感人了，400块钱
没舍得给我儿买羽绒
服，都打给她了。”“我虽

然还着房贷，养着小孩，但跟他们一家比起来幸福多了，
200块钱虽然不多，是我的一点心意。”5日，生活日报报道
了《寒风里 “袋鼠妈妈”抱2岁病娃送外卖》，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热心人士纷纷奉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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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

好心人捐款的短信一条接一条
5日上午记者来到山

东省千佛山医院。在小儿
血液肿瘤科病房门口，记
者再一次见到了李娜和她
的女儿唐唐。唐唐看起来
状态不错，她戴着小小的
口罩，正向妈妈撒着娇，李
娜紧紧抱着女儿，手里拿
着手机，看着看着，李娜的
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李娜说，4日晚8点左
右，她正在病房照顾唐唐，

“我手机里突然收到一条银
行发过来的短信，有人给我
转了一百块钱。”收到这条
短信，李娜有点不知所措，

“我不知是谁给我转的钱，

我也没办法联系。”
正当李娜疑惑时，手机

又响了起来，又有人给她转
钱了。“我不知是什么情况，
还以为遇到骗子了。”又隔
了几分钟，短信一条接着一
条，接二连三有陌生人给李
娜转了钱，“看到这么多陌
生人给我转钱，其实当时我
心里是很不安的。”

直到李娜接到一个人
的电话，对方告诉她，这些
都是好心人捐给她和唐唐
的善款时，李娜才恍然大
悟。“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
好，我真的没想到会有这么
多好心人关注我们母女。”

感动：

好心人的问候 看着看着就哭了
5日早上6点，李娜起

了个大早，她起身先看了看
身边还在熟睡的女儿，之后
拿起了手机，开始一一回复
帮助她的好心人。“除了善
款，最主要的还是这些好心
人给我说的那些鼓励的话
语，让我一下子就觉得有了
力量。”李娜把好心陌生人
写给她的话看了好几遍。

好心人“小爬虾”说：
“亲，收款，微薄之力，希望
孩子早日康复。”好心人

“姿含”说：“加油宝宝，加
油妈妈！”好心人阿其说：

“你好，报纸上看到你们的
事情，很感动你对孩子的不
离不弃！”好心人“坏孩子啦

啦啦”说：“请您坚强面对，
我也帮不了您太多，加油！”
好心人柳妍斐说：“希望宝
贝早点好起来，有好消息一
定说一下，大家都期盼着。”

在漱玉平民大药房工作
的朱女士请记者向唐唐母女
代为转交爱心款，“送给孩子
的一点心意。”她说，“都是当
妈的人，感受到母爱的伟大。
希望孩子能尽快渡过难
关。”“我看着看着就哭了，还
有好几位好心人，把善款捐
给我后，我还没来得及说句
谢谢，对方就把我删除了。”
采访过程中，李娜又收到十
几个好友请求，“好多好心人
我还没来得及加上。”

“母女俩可以来我们这吃住”
“星神”张洪波：别人帮过我们，我们也要献爱心

“袋鼠妈妈”

坚持送外卖
不负爱心更要努力

追踪报道

约定：

加油宝贝！为了爱，你一定要好起来
最让李娜感动的是，

有些好心人除了自己给她
捐款，还发动朋友捐款，

“他们把有关我和唐唐的
文章发到朋友圈，还发到
他们各自的群里，不一会，
就有他们的朋友加我好友，
还有人替朋友给我发红包，
我真的很感动。”李娜说。

“不管怎样，我一定不
会辜负好心人的善心，一定

会把唐唐照顾好。”说到这
里，李娜流下了眼泪。怀里
的唐唐不知道怎么回事，用
小手轻轻擦着妈妈的脸。李
娜亲了一下唐唐的额头说：

“加油啊孩子，有这么多好
心人帮你，答应妈妈，你一
定要好起来。”说完，李娜伸
出五指，唐唐也赶紧伸出手
与她击掌，母女二人达成了
一个约定。

希望：

妈妈心里的重担一下轻了许多
这一夜，李娜的手机

不知道收到多少短信，微
信里不知道加了多少好
友。此时的李娜看着病床上
的女儿，心里的担子仿佛轻
了许多。“自从唐唐进了重
症监护室后，我一天的安稳
觉都没有睡过，家里生活的
拮据，让我心理压力太大
了。但这些好心人的爱心，
一下子给了我很大希望。”

晚上十点，还有人给李
娜转账。“善款从20元到1000
多元不等，看到这些好心人
给我的帮助，我都不知道怎
样报答他们。”因为还有女
儿要照顾，李娜把手机放到
一旁，等唐唐睡熟了，李娜
再次拿起手机看时，又有几
十个陌生人加她的微信好
友。“直到凌晨一点多，还有
好心人加我好友。”

他们的爱，让人感动

还着贷养着娃 还是立马捐钱
他们说，积少成多，对孩子就是救命钱

5日上午9点多，看到生活
日报报道的赵海峰立马往李
娜卡内转入200元。“看到孩子这
么小，还要跟妈妈去送外卖，尤
其是这两天在降温，真是心疼。”

赵海峰说，自己也有一
个4岁的孩子，为人父母，格
外了解孩子对一个家庭的重
要。虽然他现在仍在还着贷
款，还要抚养4岁的孩子，但
看到报道后，立马为唐唐捐
了200元钱，“爱心的汇聚，积
少 成 多 ，对 唐 唐 却 是 救 命
钱。”赵海峰其实不只一次献爱

心了，看到报纸上直接公布求
助者账号的，他总要捐款，“虽
然不多，但是我的一点心意。”
他也是从农村老家来济南奋斗
的，格外体谅困难者的不易。

东营的王红梅亦是如此。
由于此前在济南上学，她常买

《生活日报》。毕业后到东营工
作安家，她通过查找微信公众
号找到了本报。“看到这篇报
道，真的特别感动。”虽然捐款
不多，但她觉得积少成多，更多
好心人加入，就能为唐唐赢得
一个光明的未来。

截至5日中午，已有近
百人向李娜捐款，她收到一
万多元善款。

5日中午12点，李娜决
定再去送几单外卖。天空飘
着小雪，因为天气实在太
冷，她没带女儿去送外卖。
一出医院大楼，李娜就忍
不住紧了紧身上衣服，找
到自己的车后，戴上安全
帽，打开手机找了一单离
医院近的单接了下来。

“虽然现在有这么多
好心人帮我，但我自己也
要更加努力。”说完，李娜骑
着电动车消失在记者的视
线里。

外卖骑手的工作有
多苦？已从事一年外卖的
小刘深有体会。

4日傍晚，忙完一天
的工作，小刘刷朋友圈
时，看到了李娜和唐唐的
事。一个坚强的女儿、一
个不轻言放弃的母亲，母
女俩的故事深深打动了
他。于是，小刘加了李娜
微信，“我给的钱也不多，
就是能请她母女吃顿像
样的饭吧。”

小刘说，他孩子今年4
岁，作为父母更能体谅李
娜的不易，“儿女是父母的
心头肉，发生这样的事，她
的生活一定特别难。”

如今，小刘每天就跑
一百多块钱的单。“一个
母亲跑单，还要带着生病
的女儿，真是难上加难。”
小刘说，希望这对母女能
渡过这次难关，也希望更
多好心人能帮助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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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心心人人的的捐捐款款和和祝祝福福络络绎绎不不绝绝。。

“我们也想为这位母亲捐
点钱。”5日上午7:19，济南星神
特殊儿童关爱中心创始人张洪
波在微信留言，想表示一下“星
神”的爱心。创办星神一年多，
张洪波经历了很多人情冷暖。
因为她也是一名特殊儿童妈
妈，太知道因为孩子导致家长
从绝望到复苏的心路历程。

就在今年8月下旬，在给老
师们发完工资后,星神的对公账
户仅剩189.61元。即使是在如此
状况下，看到本报《寒风里 “袋
鼠妈妈”抱2岁病娃送外卖》的报
道后，她第一时间转发了朋友
圈，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帮帮
这个可怜的家庭。她本人也表
示想为这位母亲献爱心。

张洪波说，她虽然捐的钱
不多，却是表达一点心意，“我
们学校离千佛山医院很近，我

们有暖气，有一日三餐，唐唐
和妈妈可以过来吃住，就是多
添几双筷子的事。现在天这么
冷，妈妈还要带病娃送外卖，
太不容易了。”

在星神经营的这一年半时
间，也得到很多人帮助，张洪波
想将爱心传递下去，让孩子们
学会感恩，力所能及地帮助别
人。“我们离得近，如果他们需
要帮忙，我们的老师随时可以
过去帮忙。”张洪波一再表示，

“天这么冷，就别让唐唐妈妈送
外卖了，对我们来说只是添双
筷子的事，我们能帮尽量帮。”

不要手心向上去要，而要
手心向下去干。唐唐妈妈的做
法她很认可，但同时也很心疼，

“我们老师想明天去看看孩子，
捐些钱，钱虽然不多，大家一起
渡难关。”张洪波说。

本版稿件采写：记者 董昊骞 袁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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