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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日照钢铁资助的汶川孤儿长大了
“因为地震，我们离散，因为

安康家园， 我们相聚。 北京—日
照—双流，一个超越地域、血缘、
民族的大家庭。那一刻，我们真正
感受到了有国才有家的含义。 ”

2018 年 5 月 9 日，伴随着孩
子们饱含温情的朗诵，由全国妇
联指导，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四川省妇联、 日照钢铁集团主
办，成都市妇联、双流区人民政
府承办的汶川地震及“安康家
园”公益项目十周年纪念活动在
四川双流举行。 全国妇联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邓丽，四川省委
副书记邓小刚，日照钢铁集团副
总裁王立飞等出席活动。

十年后再相聚

孩子们和“安康妈妈”再次
相聚，有笑有泪，有欢声也有抽
泣，更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来自山东日照的张爱莲，曾
经是日照安康家园的“安康妈
妈”， 一共带过 18 个孩子，5 月 9
日当天与其中的 3 个孩子回到
双流安康家园。 经过四五个小时
晕机晕车的颠簸，张爱莲此时已
忘却了身体的不适，感到非常紧
张和激动。

小森，现年 21岁，虽然不曾由
张爱莲带，但彼此熟识。当年，张爱
莲把 12岁的小森和其他孩子从山
东护送到双流安康家园。时隔 9年
再次相见，如今这个在成都铁路局
成都客运段 T8 次列车上当炊事
员的小伙子，高高大大，却在张爱
莲怀里哭得像个孩子。

同样来自山东日照的“安康
妈妈”李向南，说起 9 年前还要抱
在怀里的孩子现在已经长成大小
伙子，笑得合不拢嘴。她和自己带
过的孩子们坐在床上看照片，回
忆往昔珍贵的点滴， 欢声笑语在
温馨的宿舍中不时响起。

今年 23 岁的小巧已经是一
位身怀六甲的准妈妈，大学毕业
一年多，如今是一名小学语文老
师。 家乡在德阳中江的她曾在安
康家园生活了 5 年， 她当年的

“安康妈妈” 廖敏秀正在隔壁房
间接受采访。“在安康家园的每
一件事情都很特别。 ”小巧如此
描述自己心目中的家园， 她说，

“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如果没
有安康家园，我真的不能想象现
在自己是什么样子。 ”小巧说会
把这些告诉即将出世的孩子，并
且带他（她）回安康家园。

小欢抱着刚满一岁的女儿
回到双流安康家园，26 岁的她曾
在这里生活 3 年多，园长胡源忠
抱起她的女儿， 笑容满面地说：
“我当爷爷啦！ ”

22 岁的小华和自己的“安康
妈妈” 张爱莲拥抱在一起舍不得
分开，张爱莲给她梳理头发，捧着
她的脸，像看着自己的掌上明珠。

“安康妈妈”带来孩子们小
时候喜欢吃的各种零食，回到安
康家园的孩子们给“安康妈妈”
带来家乡的土特产。 宿舍里、回
廊上，到处欢声笑语、倾诉离情，
所有的房间都热闹而温暖，所有
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灿烂的笑颜。

日钢捐赠超亿

因为下雨，原本安排在家园
院子里的“团圆饭”改在了食堂
里，热烈而温馨的气氛让人们忘
记了屋外冷雨的寒意。

2008年 5月 12日，一场突如
其来的灾难瞬间夺走了数万人的
生命， 地震重灾区的一批儿童因
此成为孤儿。 在震后的举国救援
中，由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和日照钢铁集团共同发起设
立的“安康家园”，第一时间转移
安置了 712 名孤困儿童， 除去一
部分后来陆续找到父母外， 最终
接收救助儿童 672名。

地震那年小玉 13 岁，读初中
一年级，妹妹小琳 12 岁，念小学。
今天， 小玉已经从西南大学汉语
言文学专业毕业， 成为绵阳市沙
汀实验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 与
她一起在“安康家园”长大的妹妹
小琳，也顺利考上了厦门大学，修
了海洋生物学和英语专业的双学
士学位，目前正在准备毕业论文。
今年， 小琳还将被保送成为厦门
大学天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小玉说：“地震中我们失去
了亲人，一度感到无助无望。 是
这么多好心人的支持，让我和妹
妹面对灾难勇敢地坚持下来。 我
们有了更多的亲人，有了一个更

温暖的大家庭，让我们对未来充
满了希望。 ”

“小博，你还记得和小磊在寝
室里烧烤， 差点烧了整个安康家
园吗？ 还有每天晚上阿姨按时叫
你上厕所，怕你在床上画地图吗？
小兵，你总是把指甲留得长长的，
怎么都不剪，说是有人欺负你，就
用指甲狠狠抓他。小林，你常常躲
在被窝里哭泣，说想妈妈。 小李，
你说世上只有弟弟是你最亲的亲
人了。还有小军，钱包里总夹着妹
妹的照片，说等自己长大，有本事
了，一定要把妹妹找回来。 ”安康
妈妈代表付小凤， 一说起孩子们
的往事便滔滔不绝。

“安康家园”项目历经日照
“安康家园”和双流“安康家园”
两个阶段。 救助地域包括四川德
阳、绵阳、广元、阿坝等 10 个州
（市）、31 个县 （区）、182 个乡
（镇），涵盖汉族、羌族、藏族、回
族、土家族、黎族 6 个民族。 日照
钢铁集团累计通过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捐赠 1.26 亿元，用于捐
建“安康家园”、新的棠湖小学，
扩建双流九江中学以及保障孩
子们的学习生活费用。 截至目
前，282 名学生考上大学、342 名
学生职高毕业并就业或参军，还
有 48 名学生因年龄尚小需继续
在“安康家园”生活和学习。

安康家园特色

纪念活动上，全国妇联副主
席、 书记处书记邓丽在回顾了
“安康家园”的发展历程后，深刻
总结了“安康家园”的发展特色
及经验体会。

她说，“安康家园” 突显了为
党和国家分忧解难的政治担当，
在服务儿童、 支援汶川地震灾后
重建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她
指出，“安康家园” 以及汶川地震
灾后重建的发展成就， 来自于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
越性， 来自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 来自于中国各族人
民大团结的中国力量， 也来自于
我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综合国力
的大幅跃升。 她要求妇联组织及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把儿童防灾减灾工作纳
入重点工作领域进行谋划部署，
在继续落实保障好“安康家园”资
助服务工作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
社会动员优势和妇联组织优势，
在辅助党和政府开展儿童防灾减
灾工作中主动作为。她勉励“安康
家园”的孩子们志存高远、脚踏实
地，勤奋学习、增长本领，珍视党
和政府及全社会的关爱， 在新时
代的征程中放飞青春梦想、 书写
人生华章。

四川省委副书记邓小刚代表
省委、 省政府对全国妇联和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 日照钢铁集团
等为“安康家园”建设作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他强调，习近平总
书记对灾区群众深情关怀， 亲临
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多次对
推动灾区发展振兴作出重要指
示，始终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自觉肩负重大责任，奋力
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他指
出，“安康家园”建设，凝聚着党和
政府对孩子们的亲切关怀， 也展
示了重建家园过程中华儿女的团
结、自强与乐观。衷心希望全国妇
联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日照
钢铁集团以及社会各界， 继续支
持“安康家园”，为孩子们创造良
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我们将牢记习总书记嘱
托，一如既往高度重视妇女儿童
工作，把‘安康家园’建设得更加
美好， 让孩子们成长为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为推动治蜀兴川再
上新台阶汇聚强大力量。 ”邓小
刚表示。

创造康复奇迹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
长朱锡生在纪念活动上发布了
《“安康家园”公益项目十周年工
作报告》。 他说，“安康家园”是全
国规模最大的灾区孤困儿童集
中安置基地，其不同于其他慈善
项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度参
与到应急救助和灾后重建过程
中。 项目立足于辅助党和政府安
置抚养灾区孤困儿童、以最大力
度支持灾后重建的政治站位，从
紧急转移到异地过渡安置，从投

资巨额为孩子们在家乡建造“安
康家园”到持续资助孩子们完成
最高学业，期间所体现出的风险
性、复杂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
在公益组织援建的项目中都是
独一无二。“安康家园”经过十年
运作， 成功探索实践出政府支
持、民间出资、公益组织监管的
灾后孤儿紧急援助模式。

据了解，“安康家园”公益项
目的一大亮点，是把儿童灾后心
理康复作为关键问题加以关注
解决，按照有利于灾区儿童身心
成长特点，精心打造成配套设施
先进齐全、园区环境亲情温暖的
家庭式家园。 与国内多家院校、
医院合作，定期对孩子们进行积
极的心理干预和心理评估工作。

“安康家园”的管理人员及“安康
妈妈”上岗前，都要参加心理疏
导知识培训，并定期接受相关知
识的继续教育培训。

十年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心理专家团队先后六次对家园
儿童心理状况进行评估。 北大第
六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刘豫鑫
在发言中说：“经天灾人逝双重
惊骇过的灾区孤困儿童，在‘安
康家园’ 生活学习 2~4 年后，他
们的心理康复创造了在短时间
内心理障碍总检率、 儿童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 患病率和儿
童重症抑郁患病率低于国际平
均水平的佳绩，达到普通人群的
百分比，创造了康复的奇迹。 ”

为教育公众特别是儿童少
年树立安全观、掌握基本的应急
避险知识和技能，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于汶川地震后启动实施
了“儿童安全工程”，通过安全教
育宣传以及“情景+体验式”教
学，帮助儿童少年掌握应急救助
技能。 在当日的纪念活动上，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还启动了“儿
童防灾减灾公益项目”， 以进一
步完善儿童防灾减灾、保障儿童
安全健康成长的方法和举措。

中午家宴过后，280 名回家
的孩子与 48 名尚在“安康家园”
生活学习的孩子与“安康妈妈”
一起，在新的棠湖小学操场上拍
摄了一张十年全家福，“我们回
家了”的欢呼声响彻天际……

（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