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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绵阳市卫生计生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除了按照相关要求，绵阳市
坚持对灾后再生育对象实
行全程服务，落实“五个一”
服务模式，满足群众需求，
即：一站式服务、一卡通运
行、一对一联系、一月一随
访、一家一档案，努力满足
再生育服务对象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切实做
到确保每个家庭都能得到
帮助，确保每一个再生育对
象都能能随时随地接受服
务，并享受到个性化服务。”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每一项
服务措施都记录在档，尽力
确保每一例分娩都安全无
事故。

2008年“5·12”汶川特
大地震之后到目前近十年
时间，绵阳市各级卫计部门
为灾后再生育对象提供心
理疏导、孕前健康检查、生
育力评估、终止避孕措施、
诊治影响生育疾病、优生
指导、孕期保健、安全分娩
等各项技术服务 151411
人次，全市 1339 个震后再
生育家庭实现了再生育的
愿望。

其中，2009年12月18
日，北川曲山镇杨柳坪村刘
洪英在原绵阳市计划生育
指导所顺利诞下震后四川
首 例 再 生 育 试 管 婴 儿 。
2010 年 4 月 17日，全省年
龄最大的再生育对象——
绵阳安县（今安州区）河清
镇49岁的翁正蓉在原安县
人民医院顺利生下一女。

北川第 个1
4月24日上午8点45

分，一个女婴诞生在绵阳
市中心医院，女婴的父母
都是绵阳市北川人。

“5·12”汶川特大地
震后，吴清芳失去了丈夫
和孩子，独自一人生活了
9年，直到遇到董强，两人
组建了新的家庭。

女婴一出生，就有一
个特殊的身份——她诞
生于北川震后第 1000 个
再生育家庭，也是北川震
后再生育家庭的第 1006
个新生儿。

“5·12”汶川特大地
震十周年的日子已临近，
小女婴成了这个新家庭
的新成员，对于在灾难中
经历了生死离别的家人
来说，这个女婴的诞生，
是“上天的眷顾”，也是新
的希望。

“5·12”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前夕

再生育家庭喜获女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虎 摄影报道

北川有了1000个
再生育家庭

4月24日上午8点45分，绵阳
市中心医院产房，一名健康的女婴
出世。听到“手术成功，母女平安”，
产房外的董强激动不已。

他和妻子吴清芳都是绵阳市北
川人，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
后，两人都是单身状态。直到两年
前，经人介绍，董强和吴清芳走到了
一起，组建了一个新家庭。对于年
龄都超过40岁的两人来说，这个新
生命的诞生，意味着很多，生活也有
了新的希望。此时，董强夫妇并不
知道，他的家庭和孩子还有了一个
特别的身份。

24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从绵阳市卫生计生委获
悉，董强一家已成为北川震后第
1000个再生育家庭，而这个还没取
名字的小女婴，也是北川震后再生
育家庭的第1006个新生儿。

据了解，早在2008年，为帮助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
伤亡家庭实现再生育一个健康孩
子、重建幸福家庭的愿望，根据党中
央、国务院的明确要求，省人大常委
会作出了《关于汶川特大地震中有
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这个
决定明确了因地震有子女伤残或者
死亡等情形的家庭可申请再生育
的政策。

十年过去，绵阳全市共有1339
个震后再生育家庭实现了再生育的
愿望，董强夫妇也是绵阳市第1339
个震后再生育家庭。

他们坚强和踏实
感动彼此

24日下午3点，绵阳市中心医
院住院楼6楼23号病床旁，董强正
小心翼翼地洗着婴儿奶瓶，从前一
天妻子身体出现分娩特征到现在，
他只休息了不到1个小时。董强
一边忙碌着，一边跟身边的老母亲
请教带孩子的注意事项。虽然身
体已经很疲惫，但他依然充满动
力。病床上的妻子术后身体有些
虚弱，刚刚睡着。

“喂孩子的时候你要注意到，
看她有没有睡着，有没有吞咽。”董
强的母亲正抱着孩子喂奶，他就蹲
在一旁，仔细听着母亲的话，眼里
满是溺爱。

董强今年44岁，是北川中学
一名音乐老师，妻子吴清芳42岁，
在北川人社局工作。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
震夺去了吴清芳的丈夫和孩子，之
后9年时间，她都独自一人，没有
再恋爱。

直到去年，经过身边朋友介
绍，吴清芳认识了同样也是单身
的董强。说起为何组建新家庭，
两人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两个字

“缘分”。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浪漫，

就是两个字，缘分。”董强说，认识
吴清芳后，从她身上感受到了坚
强，自己被她的坚韧性格深深打
动，能和她走到一起非常幸运。“这
么多年，她一个人走过来，让我感
觉到深深的不易，也更让我坚定了

要和她在一起想法。”
面对同样的问题，躺在病床

上的吴清芳也给出了同样的答
案，丈夫的踏实、顾家，让她多年
来沉寂的内心出现了点点涟
漪。“缘分吧。他踏实的品性是
我最喜欢的。”扭头看了眼在一
旁忙碌的丈夫，吴清芳眼里满是
幸福。

“那场地震中，我也失去了亲
人，很多东西都是感同身受的。”董
强告诉记者，他之前是个工作狂，
把心思都扑在了工作上，但自从
见到吴清芳后，他意识到生活的
重要。“通过接触，我们都觉得对
方不错，再说年龄都不小了，又都
是过日子的，所以不久后我们就结
婚了。”

十年十年
之后之后

新的新的
生活生活

董强和老母亲在给孩子喂奶。

新生儿给生活
带来新希望

坐在婴儿床旁边，董强拿出手
机给女儿拍了两张照片，他准备用
来做手机屏保。

董强说，妻子身体一直不好，去
年有一天，妻子打电话来叫他一起
去医院检查，当时他并没有多想。
去医院后，确认了妻子怀孕的信息，
他感到格外惊喜，心想“一定是上天
的眷顾”。

“其实，我当初都没想到孩子出
生能如此顺利。检查时，她血糖偏
高，又是高龄产妇，困难太多了。”董
强说，妻子怀孕后，身体出现很多状
况，再加上不能用药，在那段时间真
的非常艰辛。

董强说，妻子23日早上来到医
院准备待产，当时离预产期还有几
天。23日晚上，他还正在北川的家
里写东西，突然接到电话后听说妻

子要生了，于是丢下所有事情，在24
日凌晨赶到了绵阳。

“第一次当父亲。早上站在产房
外等待宝宝的降临，心里非常激动。”
董强说，孩子是给他和妻子最好的礼
物，早在一个多月以前，夫妻俩就把
各种育儿用品准备好了。不过，孩子
的名字到现在还没取好。对于未来，
董强表示，他会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
下，把重心放在家庭上，“最大的愿望
就是孩子能平安健康成长。”

绵阳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副主任
潘长青是为吴清芳做剖腹产手术的
医生，地震后的这些年来，他接生的
婴儿不少。“震后再生育的母亲，很
多都在这儿做产检。”潘长青说，对
于这些震后再生育家庭，他心里是
充满敬意的，孩子确实得来不易。

“这些新生儿，不仅仅是家庭新的成
员，更重要的是，小生命的诞生，给
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经历了
那么多艰难困苦，更需要我们所有
人去关心照顾。”

历经历经
艰辛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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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十年

绵阳已有
1339个
再生育家庭

4月24日,绵阳市中心医院,北川震后第1000个再生育家庭诞生了一名女婴。图为孩子父亲董强在给刚出生的女儿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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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她一个人
走过来，让我感觉到深深
的不易，也更让我坚定了
要和她在一起想法。”

“这些新生儿，不仅仅
是家庭新的成员，更重要的
是，小生命的诞生，给他们
带来了新的希望。”

看新闻换积分拿好礼
第二届AI+移动媒体大会5月4日举行

封面新闻积分体系将同步上线

拿积分 用户通过封面新闻APP进行签到、绑定手机号、阅读新闻、观看新闻
视频/直播、发布评论、分享新闻/视频/直播/活动、推荐封面新闻APP给好
友等互动行为，获取不同数量的积分。

拿奖品 在封面新闻APP积分商城使用积分兑换奖品。奖品包括京东E卡、
芒果TV限时体验卡、哈罗单车免费骑行卡等，奖品将不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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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要求开展全面排查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为做好预防中小

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有效维护中小学生
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教育部日前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充分认识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的极端
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迅速开展全面排查、集中组
织专题教育、严格规范学校日常管理，同时推动家
长履行监护职责。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中小学
校迅速开展一次全面排查。发现涉及中小学生的

网络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宣扬赌博、暴力、色情等
内容的网络文化产品，要及时会同相关部门采取
措施予以整治。发现学生有沉迷网络等问题的，
要及时给予教育和引导，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
同时，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专题教育，引导学生正
确认识、科学对待、合理使用网络，了解预防沉迷
网络知识和方式，提高对网络黄赌毒信息、不良网
络游戏等危害性的认识，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
和不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