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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9新闻

帮助困境儿童，为了更好的改变
———中国 SOS儿童村协会探访困境儿童纪实

■ 本报记者 张龙蛟

� � 10 月 30 日， 一辆临时租来
的商务别克领着一辆银色的面
包车驶上了从四川成都前往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

“阿坝州”）马尔康市的公路。在经
历了几个小时的路程， 穿过了十
多条隧道， 经历了青葱苍翠至皑
皑白雪后， 这两辆载着中国 SOS
儿童村协会代理秘书长朱飞、成
都 SOS 儿童村村长蒋鹏程以及
荷兰皇家菲仕兰中国业务集团
（以下简称“菲仕兰”）代表苏卓贤
等人的车终于在马尔康市停了下
来。未来两天，他们将在阿坝州民
政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走访包
括夺基卓玛、 拉四姐等在内的 4
名来自壤塘县的困境儿童。

此次在壤塘县的探访活动
是成都 SOS 儿童村“菲仕兰爱心
之家”成立以来开展的系列活动
之一。 今年，为响应《“十三五”脱
贫攻坚规划》《关于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决定》等中央文件的精准
扶贫精神，根据《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关于广泛引导和动
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
知》要求，成都 SOS 儿童村在中
国 SOS 儿童村协会的指导和菲
仕兰的赞助下，建立了“菲仕兰
爱心之家”， 对接三区三州地区
中的凉山、阿坝、甘孜等贫困地
区的民政系统，计划资助收养 15
名困境儿童，以间接解决儿童隔
代贫困问题，助力扶贫攻坚。

探访困境儿童

9 月以来， 马尔康市已经下
了 8 场雪。 10 月 30 日，天空虽然
放晴，但空气中弥漫着的化雪后
的寒意仍然使人感到由内而外
的冷。

10 月 31 日， 壤塘县尕多乡
尕多村，在阿坝州民政局和壤塘
县政府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37
岁的藏族妇女初摸在家中第一
次与朱飞、蒋鹏程、苏卓贤等爱
心人士见了面。

初摸的家位于尕多村一角，
是一处新盖的藏式平房。 据了
解，该平房是当地政府为贫困户
建的保障住房。 热情的初摸招呼
大家坐下， 但由于屋内空间有
限，很多人都选择站着以省出一
定的活动空间。

揽着自己 6 岁的小女儿坐
在朱飞旁边的初摸，在壤塘县副
县长孙宏斌等人的帮助下，准备
开始回答这位远方来客的问题，
她满头白发的老父亲则站在她
的左侧， 安静地听着现场交谈。
另一边，初摸 9 岁的大女儿夺基
卓玛，也是此次家访后即将长期
搬入成都 SOS 儿童村生活的一
名女童，此刻坐正在成都 SOS 儿
童村总务科长杨雪萍的旁边，一
双圆溜溜的大眼睛安静地打量
着周围的陌生人。

初摸汉语能力有限，当她借
助孙宏斌的翻译开始试图回答
众人的问题时，原本热闹的小屋
突然安静了下来。“她说她有些

病，耳朵听不到。老公过世了。一
个人 30 多（岁），2 个小孩。 ”随着
初摸的回答以及孙副县长的翻
译， 现场的空气似乎有些凝滞。
来访的人中很少有会藏语的，但
听着初摸讲话，众人似乎也能感
受到其中的困难和艰辛。

为什么想把孩子送到成都
SOS 儿童村呢？ 孙宏斌转述道：

“她说她们家没有钱，很穷。 孩子
除了能够在尕多小学读书以外，
往任何地方（好学校）送的能力
都没有。 她说这次有这个机会，
她还是想送过去。 ”

初摸家经济困难到了什么
地步呢？ 壤塘县民政局优抚双拥
安置股与救灾救助股股长、尕多
村第一书记金珠告诉记者，初摸
是尕多村的新分户，因此家里没
有其他村民所拥有的草疆和牦
牛，生产资料少，她全部的生活
来源是政府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政策性补助以及夏季到山上
挖虫草换来的微薄收入。

金珠表示， 初摸原籍尕多
村，但后来嫁到了外地，户籍也
就迁了出去。 2013 年，初摸的丈
夫在一次意外中死亡，她和丈夫
的房子也被公婆收了去，她一个
人没办法，就带着 4 岁的大女儿
和 1 岁多的小女儿回到了家乡，
在现在的这块儿地上安了家，在
政府的帮助下建了现在住的这
个平房。

初摸父母家的经济状况怎
么样呢？ 金珠谈道，她父母年纪
很大， 家中没有什么劳动力，生
活也很困难，也是村里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而且家里还有一个患
有癫痫病的 7 岁男孩要照顾。

当地对初摸家的政策性补
助有哪些？ 金珠说道：“她们
（家）3 口人的低保是 149（元）
一个月。 ”此外，据金珠介绍，尕
多村为村上每一个建档立卡贫
困户提供一个公益性岗位，每
户每月 550 元的薪酬会按季度
发放。 其中，初摸的岗位是地质
灾害检测员。 另外，由于大骨节
病在当地的发病率高， 当地实
行换粮政策， 即定期免费发放
给居民一定的大米和面粉来改
变当地的饮食习惯， 以降低大
骨节病的发病率。 初摸也因为
这个换粮政策， 可以到镇上领
取足够吃的口粮。

和初摸确认了夺基卓玛的
情况并当面了解了她的真实想
法后，众人开始返程为探望下一
个孩子做准备。 大伙儿虽然离开
了，但这次，初摸对大女儿未来
的生活似乎有了更多的希望。 什
么希望呢？ 孙宏斌翻译道：“她说
把孩子送出去， 在外边读书，以
后学业结束了，就算不能参加工
作，以后也能够经商。 ”

从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
朱飞、蒋鹏程、苏卓贤一行在壤
塘县探访了 4 名女童。 她们年龄
不一，家庭现状迥异，却一样的
贫穷，一样的因为这样或那样的
原因而生活在单亲家庭。 她们的

亲人希望可以为她们争取此次
去成都 SOS 儿童村生活的机会，
希望她们可以走出群山到省会
成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能有
一个更好地未来。

期待好的改变

10 月 30 日早晨， 成都的天
空有些阴霾。 朱飞、蒋鹏程、苏卓
贤等一行人正在成都 SOS 儿童
村内整理行装等待发车，他们即
将离开成都，前往阿坝州探访夺
基卓玛等 4 名女童。

等待发车的过程中，苏卓贤
无意间看到了住在旁边一幢家
庭楼内的小尹尹。 尚不足 4 岁的
小尹尹似乎刚刚起床，正和另一
位年龄相仿的同样来自大凉山
的小男孩家豪在家门口玩，儿童
村里负责他们生活的“妈妈”在
他们旁边整理家务，待会儿这两
位小朋友将到旁边十几米处的
幼儿园里上学。

发现苏卓贤在观察他们后，
小尹尹和小男孩并不怕生， 不一
会儿，他们就和她玩起了躲猫猫。
看到这一幕，朱飞、蒋鹏程等很是
开心，回想起小尹尹之前“一句话
都不说”的表现，他们觉得现在的
小尹尹正在慢慢地融入新的家
庭，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

据了解，小尹尹是今年中国
SOS 儿童村协会启动“三区三
州”精准扶贫行动后，首批赴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收
养的 3 名困境儿童中的一名。 在
住进成都 SOS 儿童村之前，小尹
尹和她年事已高的姑姑姑父住
在德昌县阿月镇福隆村土坯垒
成的房子里，她的父亲早在她出
生之前就已去世，而她的母亲则
在生下她后离家出走，至今下落
不明。

“今天早上我看到他们上
幼儿园，还让（儿童村里的）妈妈
抱抱亲亲，两个小孩都是，完全
就是对妈妈的这种亲情。 ”朱飞
表示：“我们那个妈妈疼（孩子）
得不得了，休假都不休了，晚上
带着两个孩子一起睡觉（照顾孩

子起夜）。 ”
小尹尹和家豪只是成都

SOS 儿童村收养的众多孩子中
的两个。 据成都 SOS 儿童村
2016 年的统计数据， 自 1997 年
开村正式运行以来，成都 SOS 儿
童村先后收留抚养了来自四川
省共 59 个县市区的健康孤儿
240 名，其中，有 148 名孩子已长
大成人离村参加工作， 走上社
会。 在这些入村的孩子当中，考
入大专以上高校的占总人数的
27%，其中，有 2 名孩子在读或取
得研究生学历。

除了抚养入村儿童健康成
长并支持他们接受高等教育，让
每一位在村的孩子都能拥有一
门立足社会的技术（特长）也是
SOS 儿童村管理者们一贯的心
愿，为此，儿童村还在课余时间
为入村孩子准备了丰富的“第二
堂课”， 即请专业老师为孩子们
教授美术、乐器、足球、网球等兴
趣课。 据了解，在成都 SOS 儿童
村开村的 20 多年间， 有相当一
部分孩子获得过艺术类等级认
证。 此外，成都 SOS 儿童村足球
队人才辈出，目前有 4 名孩子在
恒大足球学校学习，其中扎西和
包成都是其所在年龄段的精英
队成员，多次作为主力队员参加
国内比赛取得优异成绩。 另外，
成都 SOS 儿童村 13 号家庭中长
大的孩子肖正花从小和儿童村
中其他几个孩子一起外出学习
打网球，现在已经是国内同年龄
组中的佼佼者，近两年来，她已
经取得多个全国冠军头衔，2016
年 8 月还曾拿到“通往温布尔登
之路”国际少年组冠军。

小尹尹的改变以及其他在
儿童村中成长的孩子们的变化
给了本次阿坝州壤塘县困境儿
童收养相关方充足的信心，在 10
月底到 11 月初的探访过程中，
无论是前来探访的朱飞一行人，
还是夺基卓玛等 4 名困境女童
的亲人，抑或阿坝州民政局负责
此事的官员们都相信，此次夺吉
卓玛等 4 名女童入住成都 SOS
儿童村， 未来一定会有好的改

变，她们所在的家庭或许也能因
此有一个好的未来。“救助了一
个孩子就是救助了一个家庭”，
采访过程中，阿坝州民政局局长
王国民多次强调。

然而，收养一个孩子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促成此次“三区三州”困
境儿童入住成都 SOS 儿童村，负
责为地方儿童村筹款的中国
SOS 儿童村协会与爱心赞助企
业菲仕兰努力达成合作，提供资
金支持。 另一边，阿坝州民政局
也为玉成此事，积极下村入户筛
查、推荐困境儿童人选，并多次
与 SOS 儿童村进行沟通。

在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
的困境儿童实地探访过程中，
SOS 儿童村与阿坝州民政局还
就所推荐入村的 4 个女童之后
的学习问题展开详细讨论。 考虑
到山里娃娃到成都上学后能否
赶得上学业进度的问题，双方一
致希望学业困难的儿童入住成
都 SOS 儿童村之后，能够“留一
级”， 以留出足够的时间来让儿
童村方面请辅导老师在课余时
帮孩子补齐之前的知识缺口。

收养儿童困难重重，促使相
关方坚持帮助这些孩子进入
SOS 儿童村的原因是什么呢？

阿坝州民政局社会福利科
科长彭闰谈道：“期望通过这些
困境儿童到 SOS 儿童村学习生
活，让这些困境儿童能接受更加
优质的教育资源，借这个机会改
变困境儿童自己的命运；（另外
期望）让一个娃娃带动这一个家
庭脱困，实现他们整个家庭或者
家族的脱贫，（实现）根本性的改
变。 ”

负责此次资金支持的企业
菲仕兰方面表示，儿童一直是菲
仕兰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的主要
群体之一。 此次携手 SOS 儿童
村，响应国家号召，对三区三州
困境儿童进行资助和精准帮扶，
希望能让他们能在温暖的“菲仕
兰爱心之家”健康成长，接受良
好的教育，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
栋梁之才。

探访拟进入成都 SOS 儿童村生活的夺基卓玛的家（图片由成都 SOS 儿童村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