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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县级儿童福利机构缺失问题正受到社会越来
越多的关注，河南省的一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洛宁
县，担起责任，举债建起了儿童福利院，全面保障孤儿
的生活，还将生活面临各种困难的 1223名“困境儿童”
也全部纳入福利体系。

!举债建起儿童福利院

在洛宁县城边一个院子里，一座天蓝色的四层楼房
就是洛宁县儿童福利院。记者看到，除了去学校上学的
孩子，43 多名幼儿及有重度残疾的孩子按照年龄和病
残状况分在几个房间里，几名幼儿在教师带领下在玩积
木、做游戏。在脑瘫患儿的房间，记者也注意到，有两
个幼儿睡在一张床上。院长裴中海介绍，孩子不断增
加，床位已经不够用了。

在全国大多数县因财力困难建不起儿童福利机构的
情况下，拥有 56万人口、地处伏牛山深处的“国贫县”
洛宁县，负债建起了这座投资 733 多万元的儿童福利
院。虽然资金不足，目前三层和四层还没装修，但这里
已是 847名孤儿和困境儿童温暖的家。

经普查，洛宁县有 793名孤儿，部分无依无靠的孤

残儿童必须集中在福利机构供养。为建儿童福利院，洛
宁县民政部门多方面申请支持，433: 年，得到了民政
部及河南省级财政共 843万元的资助。建儿童福利院时
只筹措到 533万元资金。政府与承建企业协商，先由其垫
资，以后每年从福利彩票公益金中挤出资金逐年还款。
“现在还欠施工队近 433万元工程款。但我们最终克服困
难，把福利院建起来了，4388年 5月投入使用。”

!不让一个困境孩子被遗忘

由于政府担当起了儿童救助的责任，在前不久的普
查中，洛宁县未发现一例个人和民办机构违规收养孤儿
的情况。在普查中，洛宁县还关注到另一个比孤儿数量
更大、亟待政府和社会救助的群体———困境儿童。这些
孩子有的是单亲家庭，父母一方去世，另一方长年不在

家或再婚，孩子成为“事实孤儿”；有的因父母有病或
家庭生活极其困难，孩子得不到基本的照顾；有的儿童
有重病或残疾，需要救助。按政策，这些孩子有父母家
庭，不能享受国家养育的福利，但是他们急需救助。

4384 年，洛宁县决定扩大救助范围，将事实无人

抚养、患重病、残疾或因家庭贫困等失去生活保障和生
活依靠的 82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作为“困境儿童”纳入
政府救助范围。目前全县普查认定的困境儿童达 6223

名。
此外，洛宁县还开展了针对困境儿童的助学、助

业，4384 年，为 733 多名困境儿童提供学费、生活费
补助 843多万元；安排 74名超过 86岁的困境儿童接受
全免费的职业技能教育，助其就业。4384 年，洛宁县
共为孤儿和困境儿童等发放各种救助资金达 423 万元。
这一对困境儿童的救助模式，得到民政部的肯定。

!每个村都有一名“福利妈妈”

洛宁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仅靠民政部门有限的
工作人员，很难及时获得大山深处困境儿童的信息。洛
宁在所有 ;22个行政村，每个村设立一名“儿童福利主
任”，解决了这一难题。

4383 年 2 月，有十多年计生工作经历的李麦云被
村民选为庄上村的“儿童福利主任”。她的工作是把村
里需要救助的孩子的信息及时上报民政部门，协助落实
困境儿童的救助。438;年 8月 4;日，记者随李麦云走
访农户。村民公红领的妻子患有精神病，其本人身体也
不好，靠打零工的微薄收入支撑家庭，;岁的女儿患肺
炎住医院刚出院。李麦云要把孩子的病历拿到民政局帮
助申领医疗费补助。

由于交通不便，有些家长
不懂申领程序，全村有 ;3 多
个孩子没有户口，不能办理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李麦云发现
这一情况后，逐户收集资料，
一趟趟跑派出所、卫生局，奔
波一个多月，为所有孩子上了
户口，办了医保。

（据新华网报道）

退休前，她是香港的一位医术精湛、医风清正的
骨科良医；退休后，她回归故里，是一位洋溢热心、
充满爱心的慈善老人。在上海市徐汇区枫林社区和闵
行区古美社区，九旬退休老中医袁文娟不辞辛劳坚持
义诊服务居民千余人，奉献爱心募捐资助数十万元，
先后荣获社区优秀志愿者、慈善老人等荣誉称号。

赴港从医立业治病救人

记者近日来到袁文娟家中，虽然已是 :3多岁的高
龄，但老人依旧精神矍铄、思路敏捷。墙上一面面锦旗，
诉说着许多病人及其家属对袁医生的谢意。有位书法家
还特为袁老写了一首草体诗：“耄耋高龄回故乡，坚持义
诊天天忙，有求必应真情献，亮节高风美名扬。”

老人告诉记者，她出身于书香门第，读完高中后，
便萌发学医救人的志向，于是拜师高门，刻苦钻研中
医接骨和针灸医术，获得了中医学会的行医证书。

上世纪 73年代，年逾五旬的她只身来到香港，租
借简陋住房，登记注册行医，运用中医针灸的一技之
长，渐渐地在当地站稳了脚跟。由于她在接骨和治疗
颈椎腰骨外伤等方面医术高明，前来就医者络绎不绝。

4332 年 6 月，年过八旬的袁文娟选择了叶落归
根，从香港回到上海，居住在徐汇区枫林社区和闵行
区古美社区。

义诊千余居民服务社区

回到家乡，袁文娟头一件事就是找到当地居委会，
申请当一名义诊的社区医疗志愿者。此后数年，她身
体力行，针对老人腰酸背疼的常见病在社区举办“敲
掌”术培训班；自掏腰包购买了敲掌用具千余件；免
费举办跌打损伤护理等医疗保健培训班……老人把在
香港行医 ;3年积累的临床经验无私地献给了上海的街
坊邻里。

去年，小区一位八旬老人应生宣，右半身突然出
现了酸麻症状，发展到后来，连走路也要拄拐杖了。
袁医生获悉后，主动上门为他义诊。从颈椎到右肩，
再到腰部，袁医生的按摩推拿手法使老人病情迅速好
转，前不久，老人已可以正常行走。

袁医生的佳话一传十、十传百，如今，除了社区
居民，远在杨浦、闸北区的一些病人也常常慕名前来
就诊。据不完全统计，9 年来，袁文娟老人义诊的患

者已达千余人。

捐助数十万元奉献爱心

“我自幼丧母、失父，深知人间困苦，感受外婆抚
养的恩爱。自己省吃俭用一辈子，但助人为乐，知恩
图报乃是我做人的原则。”老人一边说，一边打开抽
屉，拿出厚厚一叠她在香港时的捐助档案：8::4 年向
内地贫困山区救助捐款；8::;年为贵州贫困山区学校
捐款；8::6 年参加热心公众资助独居老人捐款活动
……

回到上海后，袁文娟向社区孤寡残疾人捐助的衣
物、用品更是不计其数。有一年春节前，袁医生获悉
社区内居民高云云因患严重心脏病和肾炎住院半年，
家里积蓄耗尽，还欠了一笔债，她二话不说便送去
;333元资助。无偿服务，爱心捐赠，已成了袁文娟多
年来的习惯。
“我已年逾耄耋，在余生之年最大的心愿是募捐资

助建立一座贫困山区的孤儿学校，切实看到他们读书
成长情景。”这是老人在采访结束时吐露的心声。

（据《新民晚报》报道）

在继河南开封、山西大同大手

笔“复古”之后，湖北荆州又开始

了上演更令人惊心的“穿越剧”

———“明清城池演三国”。该市计划

未来搬迁古城墙圈内 4<; 的人口，

重现“明清府城”的繁华，打造闻

名于世界的“三国文化”旅游核心

景区。这项浩大的建设计划总投资

约 ;33亿元。

重现“明清府城”繁华，打造

“三国文化”旅游。如此风马牛不

相及的东西，居然能够被糅合在一

起，分明有“关公战秦琼”的意

思，不怪民众看不懂，这玩得是时

下最流行的“穿越”。看来，城池

复古已经不稀奇了，不整出点新花

样，数百亿元资金咋光明正大地花

出去呢？

荆州之所以要打造“三国文

化”旅游景区，皆因在 《三国演

义》中有多处涉及到荆州，特别是

诸葛亮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等

故事已成经典，并有多种艺术形式

加以演绎，在百姓心中颇有一席之

地。只是，但凡文化都需要有平台

支撑，“三国文化”就应该在三国

时代的文物遗址上营造，要是用

“明清府城”来烘托，无疑有点不

伦不类了。

事实上，荆州地处中国腹部，

饱受兵火之苦，现存古城墙乃是明

清时代的遗留之物，近一半被严重

损坏，仅几处景点表面上保护比较

完好，复原保护难度很大。从保护

文物的角度看，古城墙的修复应遵

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不能随意篡改

编造。也就是说，荆州古城墙只能

修复成明清样貌，万万不可回到三

国时代。但若如此，就会造成一个

悖论，明明是想吃“三国文化”的

旅游饭，却不得不搭造“明清时

代”的“灶台”，这是何等纠结的

事啊。

当然，民众之所以担忧荆州要在“明清城池演三国”，

并非只是文化穿越问题，还跟此种开发模式有关系。荆州

属于财力较弱的小城市，动辄数百亿元的资金大投入，光

靠地方财政肯定不行。如果是政府举债，能否承受得起，

不被债务拖垮？如果是企业开发，那就牵涉到投资回报，

盈利模式是否可靠？会不会又走上房地产开发的老路？而

从荆州公布的规划来看，要拆迁古城区近 4=;的人口，商

业项目开发已被列入，开发商也已入驻，如此不能不让人

担忧，此举会否埋下更大的隐患？

打着开发旅游资源的名义，最后搞成“四不像”的房

地产项目，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均有上演，也成为地方政府

规避楼市调控的一种模式。然而，实践证明，这样开发出来

的旅游地产，只能在短期内支撑政府业绩，却无力延续下

去，地方政府仍需找到合适的发展模式。再说，像荆州这样

的“穿越”模式，将来让游客徜徉在“明清府城”之中，却去体

验“三国文化”，算不算是一种“忽悠”呢？

民俗文化巡游亮相四川绵竹
近日，

有上千民众

参与的“历

史民俗文化

大巡游”在

四川省绵竹

市上演，再

现了清末年

画作品《迎

春图》的生

动景象。图为巡游现场。 安 源摄（中新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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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返沪定居 行医服务四邻

香港九旬老中医回乡当义工
陆常青 房 浩 李家麟

政府扩大救助范围 全县普查困难儿童
少年狮王争霸赛在沪上演

2月 3

日，“狮王

迎春 少年

英雄狮王争

霸赛”在上

海中信泰富

广场举行。

本次活动特

邀香港夏国

璋龙狮团资

深教练来沪教授6-9岁的小朋友学习传统的舞狮技艺，

经过学习，有 30多名小朋友脱颖而出，获准参加“少

年狮王争霸赛”，争夺“少年狮王”。

汤彦俊摄（中新社发）

山西太原首现自测酒精餐厅
农历蛇

年 春 节 将

至，山西太

原某红酒会

所推出酒精

度测试特色

服务，使市

民能够自测

酒精度，并

参照酒精数

据表而做到饮酒“心中有数”。

张 云摄 （中新社发）

2013年 2月 3日，由厦门市委宣传

部、厦门市文联、思明区委区政府、厦门

市总工会、厦门日报社、厦门广电集团、

厦门市书协等联合主办的“百福贺岁·两岸

同春”海峡两岸百名书法家大型春联笔会

在厦门文化艺术中心五一文化广场盛大开

笔，为市民送上浓浓的新春祝愿。本次活动

得到了两岸书法家的热烈响应。包括10位

台湾书法家在内的100位书法家聚集厦门

文化艺术中心五一文化广场，身着喜庆的

唐装，现场挥毫泼墨为市民书写春联，不少

书法爱好者也踊跃前来参加活动。

左图：两岸书法家当场挥毫的场面。

上图：书法家现场为市民写春联时的

情景。 本报记者 蒋升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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