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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安康家园
目前只剩下
48个孩子

十年前，5·12汶川特大地震发
生后，社会各界爱心滚滚而来。由
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简
称儿基会）倡议、日照钢铁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捐资建设的安康家园在山
东日照市落成，截至当年5月底，安
康家园共接收四川德阳、绵阳、广
元、阿坝等地涉及汉、回、羌、藏、黎、
土家6个民族的重灾区孤儿、单亲
家庭和特困家庭儿童（简称孤困儿
童）共712名，其中年龄最大的19
岁，最小仅的3岁。

次年下半年，除高中已毕业或
已找到父母的孩子外，其余672名
孩子被转移回双流安康家园。

一晃十年光景过去。4月17
日，几十家媒体涌到双流采访，见证
这批孩子的成长。

双流安康家园园长胡源忠介
绍，目前，大部分孤困儿童已长大成
人并完成了基础教育和高中阶段的
教育，离开了安康家园；现仍在安康
家园生活学习的孤困儿童仅剩48
人，其中初中5人、普高（棠中）20
人、职高23人。这些孩子中，有282
人考上大学；342人职高毕业或就
业或参军，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
者和社会有用人才。其中家园孩子
杨瑞琴在读研究生，胡朝庭参加了
朱日和阅兵，还有的在部队立功受
奖；有的成了人民警察，有的成了光
荣的人民教师，有的成了企业的部
门经理、店长，有的自己创业成为小
老板，还有的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
已成为父亲、母亲。

中国儿基会梁文美：
孩子们恢复情况
全世界最好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国儿基
会的梁文美介绍，安康家园项目的
专业化重点体现在物质重建和精神
重建两手抓、两促进。在物质建设
方面，均在有关心理、教育专家的指
导下，按照有利于灾区儿童身心成
长特点，打造了配套设施先进齐全、
园区环境亲情温暖的家庭式家园。
精神重建方面，把儿童灾后心理康
复作为关键问题来解决，与天津师
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西医科大
学、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等国内多家
院校和医院合作，定期对孩子们进
行积极心理干预和心理评估工作。
此外，安康家园的管理人员及“安康
妈妈”上岗前，均参加了心理疏导知
识培训，并定期接受相关知识继续
教育培训。

“这些多渠道、多举措、多层面
的专业化救助工作，为保证孩子们
身心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她
说，据心理评估专家有关数据显示，
安康家园孩子们的同期恢复情况跟
全国乃至世界曾经遭受灾难的儿童
相比，是最好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岭 杨晨 雷远东

胡源忠，贵州人，双流安康家园孩
子们口中的胡园长、胡爸爸和干爹。

当了近二十年兵的他，曾经是女子
特警队的擒拿格斗教练。

在家园，胡爸爸像一座威严的大
山，严肃、严格、严厉。如果家园的孩
子犯了大错误，必定会遭“修理”。胡源
忠独创了一套“对打”的方法。那些爱
打架的孩子，都会被他叫到空旷之处来
一场看似公平的“较量”，在你来我往中
讲一番“武德”，把做人的道理讲给孩子
们听。

他会拉二胡、弹吉他、吹笛子，空余
时间，会教孩子们弹奏乐器，在音乐声
中，让孩子们忘记过去的忧伤。

为了扮演好“胡爸爸”这个角色，从
入园第一天起，他就把自己4岁的儿子带
进了安康家园，与这里的孩子一起成长。

在这里，加上自己的儿子，胡源忠
是673个孩子共同的爸爸。

“胡爸爸”带上儿子
在安康家园一住就是9年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对话胡源忠
孩子们教会我很多
我与他们共同成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9年
时间，您有没有想过放弃？

胡源忠：接手这个工作时，
我就给局长说，我适合打突击战
和攻坚战，不适合打持久战。干
满一年，我认为完成了突击战的
使命，我就写了一封辞职信。我
没有辞掉这个职务，却丢了另外
一个职务，我没有了退路，只好
坚持下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您
最欣慰的是什么？

胡源忠：截至目前，从安康
家园走出去的孩子，没有一个人
干违法乱纪的事情。还有，当初
最担心的出大事并没有发生。
我经常给孩子们说，你们挣多少
钱不重要，当多大的官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坚守社会秩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有
没有遗憾？

胡源忠：现在没有。可能十
年之后回过头来看，会有很多遗
憾。比如，过去的一些处理方法
或许欠妥，还能找到更好的方
法。其实，这些也都是孩子教会
我的。九年时间，我与安康家园
的孩子们共同在成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您
对安康家园的孩子有什么期许？

胡源忠：我希望他们都平平
安安、健健康康成长。

除了武艺，胡源忠还有点文
艺，会打鼓、弹吉他、吹笛子、拉
二胡，搞创作。

教孩子练武之外，他也喜欢
教孩子们弹奏乐器。

15岁的刘俊刚到双流安康
安园时才6岁，这个爱音乐、会主
持，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姑娘，最
开始跟着胡源忠练武。“下腰和
劈叉很痛，我怕痛，断断续续练
了两年后，我就给胡爸爸说，我
想练吉他。”她说，胡爸爸同意
了她的请求。如今，她的吉他
弹得不错，更重要的是音乐丰
富了她的生活，一路上洒满了
阳光。她计划在读专科时，套读
一个本科，增强以后适应社会的
竞争力。

今年，是安康家园成立的十
周年，胡源忠把火遍大江南北的

《成都》改编成了《安康》。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毕

业的愁。让我感到不适的，是
即将的自由。余路就要自己
走，你向我挥挥手……和我在
梦中的安康走一走，哦，直到所
有往事都模糊了也不停留。”他
希望借歌表达对社会各界给予
安康家园孩子们关爱的感谢，
同时也欢迎孩子们回家，常回
家看看。

“安康家园，永远都是孩子
们的家！”他说，目前还在安康安
园的孩子有48个，最小的已经14
岁，最快，再过5年，安康家园就
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而他，这个最初只想打突击
战和攻坚战的老兵，多了一个心
愿：不当逃兵，打完这场14年的
持久战再说再见。

新的使命
擅长攻坚战的老兵

当上672个孩子的大家长
十年匆匆而过，犹如弹指一挥间。
时针回拨至2008年5月13上午，双

流县民政局办公楼下集结了10多辆货
车，紧急运送救灾物资。

人群中，一个理着板寸、皮肤黝黑
的男子，来回奔忙着将救灾物资扛上汽
车。他就是担任殡葬改革服务站站长
的胡源忠。时任双流县民政局副局长
的一位领导冲他说：“你快上去，跟我去
黄龙溪！”就这样，他开始了抗震救灾
工作，负责黄龙溪一个安置点的管理工
作。忙完几个任务后，他回归了以前的
岗位，开始按部就班地工作。

“走，今天我们去成都市儿童福利
院学习！”9月的一天，刚上班，他被领导
叫了出去。

他这才知道双流将要成立一个安
康家园。把山东日照安康家园的孩子
接回来、安顿好，成了他的新使命。

2009年春天，一位领导与他谈话：
“把这些娃儿交给你，干不干？”

军人出身的他说，“我这个人适合
攻坚战和突击战，不适合打持久战，我
干个一年半载的还是可以，等到把家园
理顺后，请考虑其他同志来接着干。”

这的确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这
批孩子来自四川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成
长背景，不同的性格，加上心理状况难
料，他知道等待他的情况将有多复杂。

那天，他做出一个决定：带上4岁的
儿子胡佳乐一起住进安康家园。在他
心里，672个孩子和他的儿子一样，都
是他的亲人。

其实背后，也有着无奈：他的爱人
是名护士，三班倒，根本无暇顾及儿子。

柔情爸爸
把最小孤儿高高举起
听孩子在空中咯咯地笑

双流很重视安康家园的建设，迅速从
各个学校抽调副校长、教导主任、德育主
任等精干力量，搭建起最初的管理团队。

2009年4月，第一批安康妈妈到任，
家园请来成都SOS儿童村的老师上课。

那年5月28日，胡源忠带着21位安
康妈妈前往山东日照安康家园，陪孩子
们过震后第一个儿童节。在那里，安康
妈妈们除了学习管理模式外，还加紧与
孩子们建立感情。

胡源忠经常到食堂与孩子们一起
吃饭。

有胆大的孩子凑上来，操一口普通
话问他“叔叔，你从哪里来？”

他说，“四川来的。”
孩子问：“你来干什么呢？”
胡源忠慈爱地望着孩子，笑着答：

“我来接你们回家。”
“不可能，看着都不像！”孩子撂下

这句话将信将疑走了。
当时，日照安康家园的园长齐建新

从天津师范大学调过来，气质儒雅，和
蔼可亲，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孩子们心
中的园长，应该是齐爷爷那样的人。

如何管理这批孩子？如何让他们
健康成长？胡源忠开始疯狂“补课”。

“我带上儿子住在这里，就是想让
他们看到我也是爱他们的。”胡源忠主
张周末时“安康妈妈”们带孩子们回家，
与一家人吃饭、聊天、看电视，融入正常
的家庭生活。

在安康家园众多孩子中，他最疼爱
与他儿子同龄的两个4岁孤儿马永杰和
张明皓，给他俩买玩具，有好吃的要给
这两个孩子留上一口，他还鼓励儿子去
找这两个兄弟玩。有时，在走廊里，他
把马永杰和张明皓左右各抱一个，把他
们高高举起，听孩子在空中咯咯地笑。

这两个孩子均来自松藩县，如今已
经14岁了。小时候他们叫胡源忠胡爸
爸，长大后，马永杰称他胡园长和干爹，
张明皓只叫他干爹。

对大多数孩子来说，他们感
受到的是胡爸爸硬汉和威严的一
面。

一开始，胡源忠看到孩子们
体弱，便发挥擒拿格斗的本领，广
收“学徒”，教他们武术。今年16
岁的李耀华就跟着他学出了名
堂，多次参加比赛获得奖牌。李
耀华以前胆子小，不自信，刚来
时，常做恶梦，半夜睡不着。通过
练武，他变得自信了，成绩也不
错，目前在棠湖中学念高二。

在训练中，胡源忠也把做人
的道理教给孩子们。

刚到双流安康家园时，有一
批孩子正处于青春期，叛逆得
很。有人甚至晚上绑着床单，偷
偷逃下宿舍，翻墙外出到网吧打
游戏。

融入双流新的学校，孩子们
也需要一个过程。在融入的过程
中，一言不合就打架也是常有的
事情。

有一次，胡朝庭、陈一文等人
又与人打了架。回到家园后，胡
源忠很生气，扯着一副粗嗓子吼：
你们那么爱打架？来，我们对打，
看你们有多凶！

他从箱子里翻出两副护具，
抛给胡朝庭。两人穿戴齐整后，
走到院子一空旷处，拉开架式对
打。

“来，打我！”院子里，桂树下，
胡源忠目光如炬，望着胡朝庭命

令道。
胡朝庭不敢动手，但看见他

那坚定的眼神，只好出拳，直击其
头部。

胡源忠轻轻一偏，躲过那一
记重拳，再用挑衅的语言请对方
再战。

显然，胡朝庭不是其对手，每
一拳都会落空。几分钟下来，胡
朝庭已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淋，只
好认输。

“对了，一个人真正的强大，
是不屑于动手的。你没必要向一
个比你弱的人动手，也没必要通
过打架向比你强的人证明自己。”
胡源忠顺势讲起了“武德”。

从此之后，胡朝庭再也没有
犯过特别严重的错误。

9年间，到园长办公室受训，
然后被请到院子里去“对打”的，
一共有10来个，无一例外都是男
生。

长大离开家园后，胡朝庭当
了兵，并被挑选去参加了朱日和
阅兵。5年来，他从未回过“家”。
今年4月，他回乡探亲，想回家看
看，约上陈一文、朱佳伟、杨天军
等好兄弟壮胆，来到安康家园。

4人来到胡源忠的面前，有几
秒钟短暂的沉默，在胡朝庭看来
非常漫长。

“胡园长，我们回来了！”胡朝
庭打破沉默，还特别加了一句“我
是胡朝庭。”

之所以加那句自我介绍，是
他心中无底，以为胡园长不会记
得他。

“哦，你就是参加朱日和阅兵
的胡朝庭。”胡源忠走过来，摸摸
他的头，就像摸自己的孩子一样，
又去搭了一下陈一文的肩，“你在
西藏当兵？”

亲切，从未有过的亲切感袭
上心头，瞬间，胡朝庭眼热，喉头
堵塞，有种想哭的冲动。

当晚，几兄弟拉上胡源忠去
吃饭，汇报这几年的成长，还天南
海北地吹牛。

几杯啤酒下肚，杨天军告诉
胡爸爸：“有一次，我们惹祸了，在
你的办公室受罚。突然，你接了
一个电话，冲我们吼道‘好好给我
待到，我一会儿就回来再收拾你
们’就扬长而去。你哪里知道，你
前脚一走，我们后脚就开始翻抽
屉，还找到了一包没抽完的烟，每
人偷了两根抽了，你还没回来。”
桌上，几个大男人讲出藏在心中
多年的秘密，家长与孩子之间的
关系变成了“哥们儿”。

最后，胡源忠恢复了胡园长
的身份，语重心长地嘱咐大家：你
们的经历是这个社会其他孩子不
曾经历过的，你们是幸运的，你们
有600多个兄弟姐妹，还有一群安
康爸爸、安康妈妈，这些人就是你
们的靠山和依仗，祝愿你们越来
越好！

硬汉爸爸
与调皮孩子“对打”

教育他们强大不能靠拳头

文艺爸爸
自创一首安康之歌

呼唤孩子们十年之后聚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岭 杨晨 殷航 杜江茜 秦怡
谢燃岸雷远东任吉军实习生刘
念摄影报道

4月13日，离开5年后重新回到安康家园的胡朝庭和园长切磋
后，感叹园长体力不减当年。

安康家园的妈妈把孩子们的零
花钱做了明细记录。

胡源忠把家园最小的孩子高高举到头顶，逗孩子玩。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