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请中奖用户在公证之日起30日内携
抽奖券、购机发票、本人身份证、本人手机号
前往购机门店领取奖品，逾期自动作废。

本次抽奖活动为海尔旺年会“买海尔抽
汽车”活动的第二轮抽奖，海尔智家济南中
心将后续在2021年2月3日针对2020年11月
份、12月份和2021年1月份购买的用户进行
最后一轮抽奖，前两期未中奖的奖券自动滚
入后期抽奖奖池参与抽奖；只需要在2021年
1月31日前购买海尔产品(海尔、卡萨帝、统
帅3大品牌7类产品)满2千元，即可获得一张
抽奖券参与活动，早买早中；如果您购买的产
品中含有空调，还将获得一次空调汽车大奖
的单独抽奖机会。抓紧下一次的抽奖机会尽
快到海尔各大卖场专卖店选购，同时扫码下
载齐鲁壹点客户端搜索“海尔感恩旺年会”即
可观看抽奖直播视频及后续精彩内容。

1月9日，海尔智家济南中
心在红星美凯龙(济南天桥商
场)负一层中庭，举行了海尔感
恩旺年会“买海尔抽大奖”第
二轮抽奖活动。第二轮抽奖共
抽出3个奖项17个奖品，奖品在
10月17日到12月31日期间购买
的用户中间产生，奖池奖券分
别为购买海尔、卡萨帝、统帅3
个品牌7大类产品获得抽奖资格
的8187张抽奖券。

本次抽奖通过顾客购机台
账信息作为抽奖信息的来源，
并通过公证处的专业抽奖软件
抽取，齐鲁壹点在线直播整个
抽奖过程。海尔智家济南中心
营销经理贾庆生、刘秀明、李

上忠分别抽取了汽车、8888
元、2020元免单大奖，现场嘉
宾及观看直播的用户一同见证
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为保
证此次抽奖公开、公平、公
正，海尔智家济南中心特别邀
请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对
活动现场抽奖过程及结果进行
全程监督公证。

第二轮抽奖活动奖品设置：

1、一等奖：北京现代瑞纳手
动焕新版汽车，数量1辆；

2、二等奖：最高8888元免
单，数量4名；

3、三等奖：最高2020元免
单，数量12名。

现将中奖结果公布如下：

摇号轮次 奖项 姓名 手机号码 抽奖号码

第1轮 一等奖(汽车) 王*锋 13184**1993 30570

第2轮 二等奖（最高8888元免单） 李*杰 13503**2109 18584

第3轮 二等奖（最高8888元免单） 王* 18678**0622 1095

第4轮 二等奖（最高8888元免单） 胡*涛 18366**2203 39108

第5轮 二等奖（最高8888元免单） 宋*霞 13611**0194 11060

第6轮 三等奖（最高2020元免单） 胡* 13371**9699 21049

第6轮 三等奖（最高2020元免单） 刘*鹏 18253**3258 17515

第6轮 三等奖（最高2020元免单） 李*英 18865**6589 2260

第6轮 三等奖（最高2020元免单） 张*芳 13791**1343 11007

第7轮 三等奖（最高2020元免单） 范*正 15106**7772 42175

第7轮 三等奖（最高2020元免单） 张* 15064**4504 25763

第7轮 三等奖（最高2020元免单） 刘*杰 18800**5438 31835

第7轮 三等奖（最高2020元免单） 石* 15963**5676 36414

第8轮 三等奖（最高2020元免单） 魏* 18753**7755 31090

第8轮 三等奖（最高2020元免单） 韩* 13553**8550 20311

第8轮 三等奖（最高2020元免单） 高* 15154**8500 37582

第8轮 三等奖（最高2020元免单） 唐* 18663**8780 18074

海尔感恩月“买海尔抽大奖”第二轮抽奖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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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月15日讯（记者
李从伟） 济宁梁山退休职

工侯冬梅在一次公益活动中，
结识一对特殊家庭姐弟，善由
心生，此后，侯冬梅就像母亲一
样照顾他们（详见齐鲁晚报1月
11日A06版）。1月14日，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第370期周评奖
结果公布，侯冬梅入选。

七年前，侯冬梅在一次公
益活动中结识一对父亲离世、
母亲改嫁的姐弟,孩子一声“妈
妈”触动了她心底最柔软的部
分。七年来,侯冬梅把姐弟俩视
如己出,隔三差五去照顾。两个
多月前 ,侯冬梅家在县城的房
子拆迁 ,她索性举家搬到那对
姐弟所在村子租住 ,以便更方
便照顾他们。

在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第
370期周评奖中，侯冬梅的事迹
获得全国媒体评委、正能量合
伙人评委关注，高票获奖。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为侯冬梅颁发荣
誉证书及5000元奖励。

“就是想拉扯他们一把，咱
不图名不图利。”14日下午，侯冬
梅得知自己获评天天正能量奖，
还将获得5000元奖励，她说，11日
的报道见报后，好多熟人看到
了，都称赞她跟俩孩子的情分。
往年春节，她都是给俩孩子压岁
钱，再买一些年货，这5000元奖金
她打算送给姐弟俩，让他们过个
好年，也贴补家用。

天天正能量颁奖词中写
道：七年前，那一声“妈妈”就像
个开关，打开她内心最柔软的
地方，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慈爱
和温情，滋养姐弟俩无助的困
境，也让这个家庭遇见阳光、春
暖花开。七年时间，从一开始的
结对探望，到视如己出的陪伴，
再到日常的亲情守护，她和两
个孩子早已超越血缘，心脉相
连。世间何其暖，一人之善，让
另一个陌生家庭的命运改变。
而我们也更欣慰地看见，在这
份特殊母爱中滋养长大的姐弟
俩，知恩感恩，健康懂事。这是
善的福报，也是爱的循环。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集
团旗下一个开放平台，旨在通
过发掘、传播和奖励社会上的
正能量人物或事件，推崇人性
真善美，弘扬社会正能量。2013
年7月上线至今，奖励全国正能
量人物8000多人，投入公益金
7000多万元。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丽 王倩

小牟熠：
奥特曼真帅
和小朋友分享玩具很开心

1月15日，牟熠小朋友和小
病友们正在家玩耍，门口传来一
阵稳健的脚步声，他打开门，就
见到了站在门口的赛罗奥特曼。

赛罗奥特曼向他伸出手，牟
熠激动而又兴奋地回应了赛罗，
邀请他进屋，并把他的朋友们介
绍给了赛罗奥特曼。为了能够把
自己的力量传递给小朋友们，赛
罗 奥 特 曼 演 示 了 自 己 的 绝
招——— 赛罗集束光线和艾梅利
姆切割。小朋友们不约而同地跟
着赛罗学习起来。在赛罗奥特曼
的细心指导下，大家很快就掌握
了这两个技能。

“奥特曼真帅！我要像奥特
曼一样勇敢，打败怪兽！成为勇
敢的孩子！”1月15日，五岁的牟
熠告诉记者，见到真的奥特曼特
别开心！原来以为是爸爸骗他
的，没有想到，叔叔阿姨真的带
着奥特曼来济南看他了，这一天
太开心了！

赛罗奥特曼还带来了许多礼
物，小朋友们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
心情，围在赛罗奥特曼身边分享礼
物。开心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在
和现场的小朋友们一一合影后，赛
罗奥特曼即将离开去执行新的任
务——— 毕竟他肩负着守护和平的
使命。小牟熠在妈妈怀中勇敢地对
着赛罗奥特曼表达了感谢，“谢谢
你传递给我能量”。

“今天，真的奥特曼给我带
来好几盒玩具，都是奥特曼玩具
哦！等姐姐牟心语来济南了，我
要给姐姐分享这些玩具。她也一
定非常开心！”牟熠一边玩着奥
特曼拼图，一边告诉记者，他还
给姐姐牟心语准备了神秘礼
物——— 芭比娃娃！就等着姐姐牟
心语来济南团聚，一起分享叔叔
阿姨们带来的爱心礼物。

牟聪先生告诉记者，为了让
在济南治病的小朋友们都能看
到真的奥特曼，牟熠热情邀请了
六个小朋友，他们的家乡都在千
里之外的四川、贵州。“与小朋友
们一起分享玩具，我很开心！”牟
熠大方地把奥特曼赠送的玩具

送给病友小朋友们，和他们一起
分享快乐时光。

“梦守护”徐文骏：
看到牟熠笑了
我们也非常开心

1月15日下午，从杭州出发，
坐高铁近5个小时，赶到济南献
爱心的公益组织“梦守护”负责
人徐文骏告诉记者，“看到牟熠
圆梦，见到了真的奥特曼，开心
地笑了，我们这一趟任务也就圆
满完成了。我们也为牟熠开心！
为牟熠加油！”

此次圆梦行动也凝聚着浙
江媒体的爱心。看到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报道的五岁小朋友牟
熠的50个心愿，钱江晚报记者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联系
上，表示由钱江晚报联系的爱心
公益组织“梦守护”将带领奥特
曼于1月15日来济南，给牟熠加
油，为他圆梦。

“梦守护”的前身是杭州梦
守护公益服务中心，致力于帮助
重症儿童青少年（2-18周岁）实
现心愿。就在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新闻发布的当天深夜，“梦守
护”创始人徐文骏收到了众多热
心网友的转发求助，于是他第一
时间联系了“宇宙英雄奥特曼系
列”中国大陆地区版权代理上海
新创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创华）。

第二天，“梦守护”收到了铺
天盖地的私信，各地的网友们写
着：“帮帮这个孩子吧！”

同时，他们也收到了新创华
的回复：已经联系上了小牟熠一
家，正在寻找委托沟通的公益组
织。于是，“梦守护”顺利地成为了
小牟熠“奥特曼心愿”实现者之一。

1月9日，牟熠出院，回到出

租屋里。看到近期牟熠情况比较
稳定，牟聪先生与梦守护约定好
了与奥特曼见面的时间。1月15
日，由梦守护牵线搭桥，奥特曼
跨越千里，从上海赶到济南与牟
熠相聚。

爸爸牟聪：
为娃娃圆梦你们辛苦了
感谢山东父老乡亲厚爱

15日一大早，牟聪就告诉儿
子牟熠，今天，真的奥特曼要来
济南看他！儿子牟熠一开始不相
信，说爸爸肯定是骗人的，奥特
曼是大英雄，这么忙，怎么可能
来济南看他？

牟聪说，为了给牟熠一个惊
喜，一直到奥特曼来到出租屋的
前一刻，他才告诉儿子，“是真的
奥特曼来了！”

对于奥特曼来济南，牟聪先
生非常感恩。他告诉记者，牟熠
从小就非常喜欢奥特曼，一口气
能够说出七八个奥特曼的名字。帮
助儿子牟熠实现见奥特曼的心愿，
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报道之前，
一家人想都不敢想。“这次能够圆
梦，多亏了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的
报道，也感谢全国媒体对牟熠的关
心和支持！太感谢了！谢谢你们！”
牟聪先生告诉记者，小牟熠今天美
梦成真，真的特别特别开心！

牟聪告诉记者，因为有这么
多疼爱牟熠的叔叔阿姨跑来献
爱心、送温暖，帮小牟熠实现愿
望，他们一家人在距离四川老家
千里之外的齐鲁大地感受到了
家一般的温暖，特别感动。“我们
一家人会一辈子记得山东父老
乡亲的爱护和关心，牟熠在大家
的支持帮助下，一定也会越来越
好！牟熠能与奥特曼见面，感谢
所有爱他的叔叔阿姨！”

“奥特曼真的来看我啊！”
本报联动钱江晚报及杭州公益组织，牟熠最大心愿实现了 “萍水相逢的妈妈”

梁山侯冬梅

获天天正能量奖小小牟牟熠熠的的
5500个个心心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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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你没有骗我
啊！奥特曼真的来看我啊！
哇哇哇，太棒了！”1月15日
下午一点半，牟熠小朋友
见到了真的奥特曼，非常
开心。和牟熠一起在济南
治疗的四川、贵州的病友
小朋友们也一起和奥特曼
见面、联欢，还收到了奥特
曼赠送的礼物。

1月3日，由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率先报道了五岁小
朋友牟熠的50个心愿，引起
全国各地媒体爱心联动。其
中，牟熠小朋友最大的一个
心愿是见一见真的奥特曼，
看到报道，钱江晚报与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联手爱心公
益组织，带着真的奥特曼跨
越千山万水，赶到济南为牟
熠圆梦。

牟牟熠熠小小朋朋友友与与小小伙伙伴伴们们一一起起和和奥奥特特曼曼合合影影。。 奥奥特特曼曼官官方方授授权权供供图图

收到奥特曼送的礼物，牟熠非常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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