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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 � 你看过轻度脑瘫患儿打太
极拳吗？

你见过唐氏综合征患儿表
演的武松打虎吗？

你听过孤残儿童唱京剧、耍
水袖吗？

如果你了解儿童福利院的
工作， 就知道要做到这些有多
难。

身着全套行头的孩子们，
依次上台表演了太极拳、 京剧
《游园惊梦》选段、京剧《武松打
虎》选段、舞蹈表演、刺绣作品
展示……2018 年春节，安徽省合
肥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如痴
如醉的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叫
好声， 台下的观众都全情投入，
激动不已。 正是这群能唱会跳的
快乐孩子，吸引着记者前来探访
孩子们生活成长的地方。

首创双亲家庭照顾模式

17 年前，合肥市儿童福利院
划出 5336 平方米的空间， 首创
双亲家庭照顾模式———“阳光家
园”，计划设立 24 户家庭，单户
面积 148 平方米，为孤残儿童提
供稳定而温馨幸福的家庭生活。
目前成功启用 13 户， 为孩子们
创造了“家庭照料”“医疗保健”

“培智教育”和“康复训练”相结
合的照顾模式，做出了培养孤残
儿童“情、能、智”的新尝试。

因为 98%以上的孩子都有不
同程度的残疾， 福利院针对 0-3
岁婴幼儿设计了“大家庭”养育
模式，设立 4 个班组，每组不超
过 15 名孩子， 每名早教老师固
定抚育 3 名孩子。 运用“回应式
抚育”的方式，为孩子们提供早
期健康成长至关重要的刺激、关
爱、情感依恋和适合其发展的各
种游戏体验，满足孩子的成长需
求，跟孩子建立起长期稳固的情
感依恋。

福利院聘请真正的夫妻来
做孤儿的“爸爸妈妈”，一般爸爸
在外工作，妈妈全职照顾孩子。 3
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到家里生
活了。 每对爱心父母代养 4-5 名

残疾儿童，负责孩子们的生活起
居，自主安排孩子的生活，帮助
这些残疾儿童与成人建立正常
的亲子关系，以培养他们健全的
人格。 爱心妈妈还必须每天记录
每个孩子的成长日记，并教导孩
子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和文化
知识。

13 对爸妈养育 65 个孤残
儿童

今年 42 岁的郑勇是“阳光
家园”203 家庭的妈妈。 2009 年 2
月，她和丈夫史德义来到福利院
组建了一个“爱心家庭”，成为 5
个孤残儿童的爸妈。

来福利院之前，郑勇就听人
说过照顾残疾孩子不容易，自以
为做好准备的她，在 4 月的一个
清晨就感受到了做残疾孩子父
母的不易。

小娜是个唐氏综合征患儿，
智力发育迟缓，6 岁了大小便仍
不能自理。 一天早上，郑勇刚起
床，来到洗手间，看到小娜坐在
马桶上， 洗脸毛巾放在面盆里。
郑勇高兴极了，帮助小娜锻炼坐
马桶终于有效果了。 但当她的手
触碰到毛巾时，稀稀拉拉的大便
顺着她的手指缝流了出来，恶心
伴着挫败让郑勇很委屈。

丈夫安慰她：“小娜今天都
知道坐马桶了，你这些天的辛苦
没白费，应该高兴啊！ 家里的孩
子都需要特殊照顾，我们的责任
就是照顾好他们的饮食起居，这
都怕，以后的困难多得是。 ”

像郑勇和史德义一样的“爸
爸妈妈”，“爱心家园” 里现在有
13 对，养育着 65 个孤残儿童。

404 家庭的爸爸沈啟政则是
自家孩子眼中最有耐心的爸爸。
他家刚开始是 5个男孩子， 为争
一个玩具或零食常常打闹成一
团，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妈妈张
敬兰性子急，经常手忙脚乱的，每
每这时沈啟政就一边忙着给小哥
几个调解， 一边安慰爱人要再耐
心一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儿子小河生活不能自理，无

法和其他人正常交流，造成了他
脾气暴躁， 稍不如意就乱扔东
西。 为了帮他改掉这个坏习惯，
他一乱扔东西，沈啟政就会帮着
捡回来，一边安慰他，一边带他
离开当时的环境，想方设法分散
他的注意力。

在爸爸上千次上万次的重
复教导下，小河基本上改掉乱扔
东西的坏习惯，性格也开朗了许
多，家里时常能听到他欢乐的笑
声。

根据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的
追踪观察， 进入家庭的孩子，只
要一个月就会有明显的进步，时
间长了以后，在家长一对一的照
顾和家庭氛围的呵护下，能从重
度残疾变为轻度残疾，从无法自
理到知道自己穿衣、上洗手间。

融在骨血里的爱

家庭养育不仅有助于满足
孤残儿童的情感需求，对于塑造
儿童健康心理也很重要。

如今已考上职高的小庐常
常回家看望郑勇妈妈。 他说，自
己是孤儿，以前上学时听到同学
背后议论他没有父母，心里特别

难受。 直到进入爱心家庭，他才
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告诉同学，自
己也有爸爸妈妈。 每当郑勇去学
校接他，小庐总是很热情的主动
告诉同学：“我妈来接我了！ ”

孤残儿童更渴望有个家，有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在家里，他
们有人爱，也会爱家人。

每天，203 家庭放学回家的
孩子们都要先到厨房，抱一抱妈
妈，才到客厅去玩。 两个大儿子
阿泰和小顺更忙活，不仅要照顾
弟弟妹妹，还要关心爸爸妈妈的
身体健康， 经常帮他们捶背、揉
肩。

郑勇说：“我感到非常幸福，
这就是我坚持做‘爱心妈妈’的
理由。 我爱我的孩子们，我舍不
得他们，他们更舍不得我！ ”

103 号家庭的李江美妈妈，
是女儿心中的偶像。

她非常注重仪表，什么时候
站出来都是衣着得体， 时尚靓
丽。 虽然家务活繁琐累人， 但 4
个女儿每天都被打扮得像小模
特一样，小辫子梳得更是花样百
变，在全院都是有名的，孩子们
班上的老师都经常上门讨教。

李江美非常乐于助人，院里

谁家妈妈有事， 她都愿意搭把
手。 言传身教的影响，给孩子们
树立了好榜样。

二女儿小挽今年 12 岁，在
院里上学，懂礼貌爱劳动，除了
日常生活能自理外， 还学会洗
碗、洗菜、洗小衣服等。 小挽的老
师经常对李江美说：“你家小挽
真好！ 做事好认真好负责，我们
让她拉着别的小朋友，她会一直
拉着到学校，放学了还会把小伙
伴送到他妈妈的手上，真是一个
好帮手。 ”

“铁打的爸妈，流水的儿。 ”
正是每位爱心爸妈 365 天全方
位的守护，才有了孩子们快乐的
生活。

“一切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
的一切”， 在这里不是一句干巴
巴的口号，是融在骨血里的爱。

“每个孩子走的时候我们心
里都难受，但还是希望他们能被
爱心家庭领养， 可以健康成长，
自食其力。 ”104 号家庭张敬华妈
妈说。

这，也是这些父母对孩子最
美好的祈愿。（文中所有孩子均
使用化名）

（据《中国社会报》）

2018 年 6 月 4 日，“助力医
学科研，弘扬公益精神”捐赠活
动在上海长海医院临床会诊中
心隆重举行。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

获脑梗治愈患者陶安祥 300 万
元捐款，该笔善款将专款用于该
院刘建民教授领导的脑卒中医
学科研项目的研究。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脑卒中
医学科研项目旨在推进脑血管
病防治工作，积极提高脑卒中的
诊治与管理水平，推动国内卒中
中心和卒中网络的建设。 脑卒中
即俗称的“中风”，是致死、致残
率非常高的疾病。 中国每年新增
350 万中风病人， 并且中风的发
病率仍在逐年增长，年增长率高
达 8.7%，中国脑卒中死亡患者占
全球脑卒中死亡的 29.4%。 面对
我国如此严峻的脑卒中发病现
状及趋势，提高脑卒中的防控水
平和卒中后的救治效率是重中
之重。

2016 年，农民出身、白手起

家的陶安祥已是江苏亚星锚链
有限公司董事长，被誉为世界锚
链大王，享有“江苏省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 彼时，他却时常感到
头晕乏力、力不从心。 面对身体
的极度不适，陶安祥来到上海长
海医院就诊，后经长海医院神经
外科确诊为脑梗塞。 然而，让医
生头疼的是，陶安祥的动脉非常
狭窄，导致病情非常棘手。

随后，该院刘建民教授及其
团队对陶安祥的病情分析，制定
详细治疗方案，令陶安详的病情
有所好转直至康复。

2017 年 10 月， 陶安祥看到
了关于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脑卒

中学部成立，并得知刘建民将担
任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脑卒中学
部首届主任委员的消息。 当下，
他决定为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卒
中学部捐资，支持刘建民在医学
科普宣教、医生专业技术培训等
方面的工作，实现他对推动中国
脑卒中救治工作发展的伟大理
想。

刘建民表示：“医患关系是
鱼水关系， 鱼和水彼此依赖，不
可分离。 陶安祥先生的捐赠是对
我们医疗技术和服务质量的肯
定， 抗击脑卒中是一场攻坚战，
任务艰巨，需要社会力量的多方
合作和广泛参与。 ” （张明敏）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获治愈患者 300万元捐款
支持脑卒中医学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