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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5时）
AQI指数 53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巴中、雅安、广
安、泸州
良：广元、攀枝花、资阳、德阳、绵阳、达
州、眉山、乐山、内江、遂宁、南充、自贡、
宜宾

15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16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6—106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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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三餐离不开牙
种植牙团购带口福回家

“缺牙多、松牙多、残根多”是当前中老
年人群体普遍存在的口腔问题，过早丧失
咀嚼功能，未嚼碎的食物进入胃肠，胃肠负
担随之加重，诱发各种疾病，危及中老年人
健康。

松动牙拔不拔？先来个免费口腔检查
松动牙到底有没有保留价值？是需要

在口腔全面检查后才能确定。为此，爱心
单位为市民提供松动牙免费检查：含CT拍
片检查、牙齿松动度、牙髓活力测试等，市民
可拨健康热线028-96111报名免费检查。

种植牙，众多市民优选
对于无法保留的松动牙，建议拔除后

及时修复。拔牙后有三种修复方式：烤瓷
牙、活动假牙、种植牙。与烤瓷牙、活动假
牙不同的是，种植牙具有美观、坚固、舒适、
无刺激等优点，不仅科学健康，还可以防止
牙槽骨吸收，帮助缺牙者恢复正常的咀嚼
功能，越来越受缺牙者青睐。

活动通知：本周六缺牙市民聚会
本周六，一场专门针对缺牙市民的聚

会在蓉举行：免费检查牙齿，分享种牙感
受、面对面交流、看种牙手术全过程、为你
量身定制省钱牙齿修复方案。到场更有种
牙特惠，可省好几千。种牙送电饭煲、足浴
器、按摩仪、现金红包等好礼。

即日起，拨打健康热线：028-96111 预
约7项全面检查免费（每日20个名额），报名
缺牙市民聚会，拿种植牙优惠。

到今天，园长胡源忠最自豪的事，
就是安康家园出去的孩子，没有一个干
了违法乱纪的事，都成了幸福的普通人。

“胡园长叔叔说的，挣多少钱不重
要，当多大官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坚
守社会秩序，还有道德底线。”张森记
得这些成长过程中一遍遍重复的嘱
托，其他的孩子，也都铭记于心。

十年间，安康家园已先后有624名
孩子高中毕业，其中282人考上大学、
342人职高毕业或就业或参军，成为自
食其力的劳动者和社会有用人才。

“在或浅或深的伤痕上，开出成长
的花。”——胡源忠十年来的最大愿
望，似乎已经实现。

2012年，北大六院的心理专家再
次应邀来到安康家园，第六次对孩子
们进行全面的心理状况评估，评估结
果显示，经历天灾人逝双重惊骇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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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迹创造的背后，是日夜分秒的

努力。
安康妈妈李书曼从开园之初就在

这里工作，对她而言，孩子就是孩子，
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很敏感。于是，在
和其他安康妈妈一起商量后，她们觉
得不能把这群孩子当成脆弱的水晶
花，而要“一般化”对待。

没有刻意逃避话题，安康家园每
年都会对孩子进行地震知识普及、灾
难逃生教育。在学校，老师们会对安
康班的学生更加关心，但在学业和品
德教育上，绝不放松。

“在安康家园的几年，帮我塑造了
正确的三观和强大的内心。”张森没有
主动对别人说起过自己在地震中的经
历，因为他觉得没必要，“伤疤结疤的
地方最坚强，但是也没必要总是拿出
来看。”

如今，在安康家园的墙上，贴着孩
子们十年前和现在的对比照片，那是
他们成长的足迹——他们都在结疤的
地方，开出了成长的花。

【
开
栏
语
】

672名曾在安康家园生活的地震孤困孩子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042期
开奖结果：4740251，一等奖0注，二等奖
12注，每注奖金27514元，三等奖109
注，每注奖金1800元。（2074万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098期
开奖结果：394，直选：2721（136）注，每
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0 注；组选 6：
6361（391）注，每注奖金173元。（555.6
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098期
开奖结果：39440，直选：31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37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8051期：

333130131330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8051期：

211130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8051期：

333313013300

““在或浅或深的伤痕上在或浅或深的伤痕上，，开出成长的花开出成长的花。”。”

“我们长大了”
十年之后将再聚首

离家的鸟儿，听到家的呼唤，便
扑腾着翅膀，飞过千山万水，跋涉而
来，只因为这样的相聚，太过珍贵。

4月13日，站在安康家园的小院
子里，胡朝庭有点恍惚，这是参军入
伍五年来，他第一次回家。在他之
前，已经工作的张森，回来住了两
天，在朋友圈，张森说“回家了！”

这天下午，17岁的杨文和李毅
也回来了。不过，他们是还没有离
开家园的孩子，平时住在学校，只有
到了周末才会回到家园。

阳光正好，这边，胡朝庭迫不及
待和胡园长对招，小花狗围着他们
一圈圈又跑又叫。那头，杨文和李
毅欢呼着奔回寝室放下书包，这个
安静已久的小院子，开始热闹起来。

害怕分别
每周都以各种理由聚餐

对于杨文而言，安康家园就是
她的家，从7岁到17岁，她在这里
长大。

“今年我会参加顶岗实习，夏天
就要离开安康家园。”这个在成都电
子信息学校读高二的姑娘，或许将
会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在其他小
伙伴看来，苹果脸、大眼睛、活泼爱
笑的她，一定会是和孩子们打成一
片的好老师。

在杨文的记忆中，有7岁刚进
园时安康妈妈的拥抱，还有一起来
到家园的亲哥哥杨伟，每个周末从
初中部回来都会给她买零食，以及
每天都有说不完悄悄话的好姐妹
王翠、刘俊——杨文觉得，自己很
幸福。

“现在，哥哥在当兵，好姐妹平
时都在高中读书。”即将到来的离
别，成为杨文不愿去想的事情，于
是，每个周末从学校回来，她都会
想方设法地找出各种理由，和好姐
妹们聚聚餐，吃吃饭，“她们都懂，
所以大家都很默契，没聊以后，就
说现在。”

和杨文同在一校的李毅，是个
高瘦的男孩，在职校读到高二的他，
想去部队待几年，而眼下，离别也成
为他心中最失落的事情。来到安康
家园时，这个才7岁的孩子，被安康
妈妈手把手的教会扫地、叠被子、洗
鞋子，生于岁末的他，每年会和同月
的伙伴一起庆祝生日。只是，一年
一年，伙伴们都在离开。

回家看看
安康家园一直会在

这次，胡朝庭不是一个人回来
的，他拉上了自己的好兄弟，同样是
军人的陈一文。

五年未踏进家，胡朝庭握紧背
包肩带，有点紧张，“想这里，做梦都
想。”他和陈一文一口气爬上四楼，
走到曾经的寝室门口，轻轻推开门。

一室安静，这个房间，现在已经
没有住人。

“当时多热闹呀，每个房间都有
人。”站在昔日打闹的走廊，胡朝庭
和陈一文相视一笑，那些一帮人一
起嬉笑怒骂、又有迷茫疑惑的青春
岁月，就在这个熟悉的地方，呼啸而
来。

即使是离开家园，胡朝庭和其
他伙伴的联系也从未断过。入伍
前，他的一个好兄弟陷入漫长的迷
茫，离开家园，不想工作，浑浑噩噩，
游戏度日。一帮兄弟开始轮番给他
讲道理，帮他梳理招聘信息，但什么
都能帮，就是不借钱，“因为他拿去
了就是打游戏。”

胡朝庭入伍后，迷茫兄弟开始
醒悟，工作、学习，认真生活，胡朝庭
这才放下心，他将自己的积蓄打给
兄弟，作为创业的支持。

“所以，我不害怕最后一个孩子
离开后，安康家园就不在了。”胡朝
庭很坦然，“因为我和这里的亲人，
我们一直都在一起，从未分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殷航摄影 雷远东

成都双流，安康家园的一方小院里，花开正盛。世事变迁，对这个
为了“5·12”汶川大地震震区孤困儿童而诞生的家园而言，时间
的力量，举重若轻。

曾经，这里聚集672个震区的孩子，入园时，他们最大的19
岁，最小的仅4岁。地震前，他们有的是小镇富裕人家的孩子，有的是光脚奔跑
在田埂上的“淘气蛋”，还有的已经开始分担家务，照顾弟妹。

地震后，他们的命运，交汇在安康家园。彼时，对这群失去亲人，或本就无依
的孩子而言，向前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事。在这个新家，他们有了“安康妈妈”“安
康爸爸”，有了肝胆相照的姐妹兄弟。生活归于平静，带着或深或浅的伤痕，他们
读书、升学、离开，成为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的“大人”。

3月惊蛰，春和景明，一封呼唤相聚的邀请函，再次将这672名孩子联系在一
起。“我们长大了”——在邀请函中，那些被照片定格的瞬间在呼唤：孩子们回家
看看吧。

对于安康家园园长胡源忠而言，
从邀请函发出去的那天开始，期盼
——就成为他最近生活的关键词，“想
娃儿些都回来。”

这是4月的一个午后，坐在阳光
明媚的小院里，胡源忠声音洪亮，笑声
爽朗。从部队转业前，他曾任武警成
都指挥学院擒敌术教练，也曾执教女
子特警队多年。在安康家园的孩子手
机里，他是“胡爸爸”、“胡园长叔叔”，
是安康家园的大家长。

“我是2009年7月来的这里，一直
待到现在。”如今，胡源忠能清楚回忆
起这里的每一个节点和故事。

十年前，“5·12”汶川大地震后，
在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倡
议下，由山东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捐资，专为四川震区孤困儿童建
设的安康家园在日照市诞生。到
2008年5月底，安康家园共接收震区
孤困儿童712名。第一年，他们大多

数在日照安康家园学习生活。
2009年，双流新建的安康家园落

成，生活在日照安康家园的学生全部
被转移到双流。到当年7月30日，除
高中已毕业或已找到父母的孩子外，
双流安康家园共接收灾区余下孤困儿
童672名。

在这里，孩子们被分别安置在各
个小学、中学读书，而安康家园，就是
他们在成都的家。

时间向前，孩子们在长大。如今
的安康家园，大多数时候都是静默
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离开，目前
只余48名孤困儿童，其中最小的已是
初中生，还有20名普高学生和23名职
高学生。

“今年是地震后十年，我们这些安
康人，想这些孩子们。”在胡源忠建立的
微信群里，有越来越多的安康家园孩子
加入，“今年5月9日回家，孩子们！”这位

“胡园长爸爸”，一遍遍邀请着。

“爸爸”的呼唤
“今年5月9日回家，孩子们”

初到安康家园的人，如果要为一
件事感到触动的话，那就是笑容。

在这里，孩子们的合照被放大到
一面墙那么大，照片中，有换牙的男生
俏皮地遮住脸，也有女孩面对着镜头
大方比“V”，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

今年24岁的顺欢离开安康家园4
年了，她喜欢亮色，笑起来时眼睛会眯
成一条缝。

顺欢是当年被送到日照安康家园
的孩子之一，“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但
完全没心情关注周围风景，不想说话。”

顺欢的笑容，是被安康妈妈和小
伙伴一起找回来的。

在日照，她一下飞机便被安康妈
妈任玲玲一把抱住，这个性格温和的
妈妈，每天陪着顺欢，给她讲山东的各
种风俗故事。同屋的小伙伴，记忆中
的董姐姐，也会在她噩梦惊醒后，一遍
遍告诉她“没事，没事，要坚强。”

去日照的孩子中，当时才10岁的
张森在安康家园度过了自己的11岁

生日，地震中失去母亲和继父后，这个
经常贪玩不做作业的“淘气蛋”一夜长
大。照顾他的安康妈妈张涛，个性和
他亲生妈妈相似，会监督他做作业，也
会在他生病时，寸步不离地守在身边。

给孩子们一个家——回到成都双
流安康家园后，这里有具备教育、心
理、护理经验或文体特长的“安康妈
妈”88人，专职负责这些孩子们的学
习、生活。顺欢记得，回到成都后，自
己的安康妈妈吴水仙是个不折不扣的

“虎妈”，每天都会坐在孩子们的寝室
门口，一边打毛线，一边监督他们做作
业，“还会时不时过来检查下，确认我
们没有开小差。”

在安康孩子心中，最珍贵的遇见还
有身边一起长大的伙伴。相似的经历
和相同的生活环境，让他们更能理解、
体谅对方。和顺欢同寝的汪琳是个不
折不扣的大学霸，2014年她考上厦门大
学，现在已经被保研。“老汪那时会把她
的笔记全部摊开，然后给我们讲功课。”

一张大合照
这是672名地震孤困孩子的家

我们长大了
孩子们都成了幸福的普通人

穿过时间的藤蔓，我们再相聚。
2018年惊蛰，春和景明，一封邀请函从成都

双流一隅悄然发出，就像风中的蒲公英一样，迎风
飞扬，将“我们长大了，十年之后再相聚”的信号迅
速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也将再聚首时间定格
在了“2018年5月9日”。

这是一位父亲的心愿，他期盼着在这个日
子与他悉心照料过的672个儿女的一次重逢。

十年前，命运让他们交汇在这里，一个叫胡
源忠的男人在成都双流与大家一起，亲手建立起
了这个大家庭——双流安康家园。而后，这个家
园从山东日照安康家园接回四川汉、回、羌、藏、土
家等5个民族，共计672名震区孤困儿童。

孩子们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从陌生到熟
悉，从稚嫩到成熟，从孤独到快乐；漫漫十年路，

对抗着命运的旅程，有你，有我，还有安康爸爸
与安康妈妈，是爱汇聚成光线，照亮了最终留下
来的672名地震孤困儿童成长的风景。

十年后，时间的藤蔓上已开出了鲜花：当初
只有3岁的孩子，现在已经读初中了；当初的青
春少年，通过学习与磨砺，有的当兵，有的创业，
有的考上了名校研究生，有的靠双手劳动养活
自己……

请回家，这是父亲对游子的呼唤；我要回
家，这是游子对父亲的回应。

从今天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将从成都
双流安康家园、从北京、从上海……从672名孩
子的所在地，全程记录他们回家的旅程，再次见
证这672名地震孤困儿童走过的路；在欢笑与泪
水中见证他们十年后的这次重聚。

家园/感受

“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从未分离”

4月13日，休假回到安康家园的陈一文见到胡园长给他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安康家园孩子们的寝室墙壁上
写满了各种励志的话。

放学回家孩子的手受伤了，“刘玉
妈妈”给孩子检查伤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