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奶爸即将出动

本报父亲节活动选定6名公益奶爸
宝贝之家孤残儿童周日迎来久违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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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军：小小树袋熊
年龄：2岁；性别：男；病症：先天

性白内障

“ 青军，你怎么睡在这里啊？”
推开三楼的玻璃门，玩累的青军干脆
倒头就躺在地板上睡觉了。听到宝贝
之家相关负责人张女士的声音，他蜷
缩着小身子，朦胧的双眼一眨一眨。
原来，青军患有先天性白内障，手术
后只有左眼能够见到丝丝光影。

据“ 妈妈”们介绍，青军很是黏
人，很喜欢别人抱着他，“ 也许是看
不见，特别缺乏安全感的缘故，他就
喜欢别人抱着他。”的确，正如“ 妈
妈”们所说，只要有人伸过双手去抱
青军，他都会来者不拒地张开双臂，
紧紧窝在大人们的怀中。

“ 小小树袋熊”是记者们给青
军取的昵称，他似乎一刻也不想离
开别人的怀中。每每抱着他时，青军
总会牢牢地搂紧记者的脖子，他似
乎很享受被人抱着的感觉，就好像
树袋熊24小时都待在树上一样。也
许青军把每个抱着他的人都当成了
一棵大树，一棵可以依靠，给予他温
暖的大树。

在2楼的活动中心内，青军最喜
欢玩可以发出声响的玩具，弯着小

小的脑袋，凑在各种发出声音的玩
具前，这时候的他出奇地安静，两只
眼珠在眼眶内滴溜溜地转着圈，此
刻的青军正在与玩具们用心交流！

喜欢听声音，喜欢冲着有光亮
的地方，当记者抱着青军的时候，他
最喜欢仰着头看天花板上发光的白
炽灯，兴奋之余还会用稚幼的小手
指着发光源，好像在提醒旁人，“ 快
看，快看，那里有光！”虽然青军已经
两岁多了，但他还不会说话，只会发
出哼哼声，宝贝之家的工作人员悄
悄地告诉记者，青军是会说一些话
的，只是他不想说。

如好：最爱跳舞的宝贝
年龄：1岁多；性别：女；病症：先

天性脑积水

“ 哇⋯⋯”身穿红色衣裳的如
好委屈地哭了。由于先天性脑积水，
她的脑袋要比正常宝宝大一圈，也
正是如此才导致她下半身几乎没有
任何气力。独自坐在地板上的如好，
弓着背久久地直立不起来，只有在
工作人员帮助下她才能做到坐正、
站立这些简单的动作。虽然，如好行
动不便，但她却很喜欢跳舞。“ 如好，
跳个舞好不好？” 工作人员哼着节
拍，如好马上跟着节奏舞动小手，毫
不羞涩地向大家展示着她的才华。

“ 如好的头大，手儿小；爸爸的
头小，手儿大，大手牵小手，走路不
怕滑⋯⋯” 如好安静地坐在“ 妈
妈”身上，静静的听着“ 妈妈”哼唱
的小曲，乌黑明亮的大眼睛久久地
盯着前方。在这里，如好和其他小
朋友们一样，有着“ 妈妈”们的悉
心照料，但她却从来没有享受到来
自爸爸的关爱，也没有感受过父爱
如山的力量。

如好很是听话乖巧，在她的小
小躯体里散发出一股坚强不服输的
个性，“ 一般她哭都是因为自己坐不
起来，其余很少哭的。”一旁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 如好，来个飞吻。”记者们临
走前，在身边“ 妈妈”的提醒下如好
很听话地来个了大大的飞吻。

玉婷：最爱笑的天使
年龄：1岁多；性别：女；病症：先

天性唇腭裂

她是唇腭裂患儿，她亭亭玉立，
笑起来纯美可人，她是这里最爱笑、
最活泼的姑娘，玉婷。她不怕生，只
要别人稍稍逗她，笑容立马就浮现
在她的脸庞。“ 玉婷，谢谢阿姨！”听
到这话时，玉婷会掬起双手做谢谢
状。当然，玉婷也会害羞，当别人夸
她漂亮时，她好像听懂了似的会娇
羞地低下头去，然后用眼睛的余光
悄悄地瞟向你看。

在喝乳制品饮料的时候，由于
玉婷还不能使用吸管，她一边拿着
饮料瓶子，一边眼巴巴地等着工作人
员帮她把酸奶灌进自己的奶瓶中。在
这期间有些小朋友会因为等得不耐
烦而哇哇大叫，但玉婷却始终笑着，
很有耐心，很开心地等待着。

自娱自乐的她还会找到几个玩
具塑料杯，过家家似的请别人喝起
水来。“ 爸爸、妈妈⋯⋯”玉婷嘟囔
着，原来，玉婷手中拿着的两个杯
子，一个是爸爸的，另一个是妈妈
的，虽然玉婷现在还不明白爸爸妈
妈的真正含义，但在她幼小的心灵
中，却给他们都预留了位置。

本报讯 记者 陈臻 本周日，由
本报热心读者组成的“ 爱心奶爸”团
将到位于浦东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招
待所内的宝贝之家孤儿寄养点，为孩
子们讲故事、念画册，也为自己提前
过一个有意义的父亲节。据悉，目前
机构内的工作人员以女性为主，孩子
们特别需要来自“ 爸爸”的关爱。

这里都是来上海治病的孤儿
“ 宝贝之家”成立于2008年，是

一家为来上海治病的孤残儿童提供
手术前后护理的寄养机构，目前共有
32位孩子正在接受护理，最小的才刚
刚出生，最大的也就两岁左右。

相关负责人张女士介绍，机构接
收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目前主要来
自河南、广东和福建。“ 这些孩子都
是带着某种先天性疾病出生的，或许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被亲生父
母遗弃。当地儿童福利院在收养他们
之后，就会和我们联系，把孩子送到
上海来治病。”

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脊膜膨
出，每一个孩子的病种和病情都有所
不同。张女士表示，“ 宝贝之家”会在
上海联系业内权威的医院为孩子治
病，为了让孩子们往来医院更加便
捷，机构经过4次搬迁来到现址。

“ 有些孩子接受治疗后基本可
以康复，如果被好心人家收养，对他
们来说就是全新的人生。”张女士说
道。

孩子们需要“ 爸爸”的关爱
“ 除了负责机构日常运作的工

作人员，我们还有30位阿姨负责照顾
孩子们的饮食起居。”在采访中记者
发现，在孩子们面前，工作人员和阿
姨都以“ 妈妈”自称，不过，始终没有
一位“ 爸爸”出现。

“ 阿姨都是女的，现在的专职工
作人员中也没有男性。” 张女士说，

“ 宝贝之家”每天都接受普通市民预
约探访，他们很希望有更多的男性市
民能加入到关爱孤残儿童的行列中，

“ 住在这里的孩子和外界接触的机
会不多，很需要有人来向他们介绍外
面的世界。我们这没有专职‘ 爸爸’，
来自社会上其他‘ 爸爸’的关心就重
要了。”

六位“ 爱心奶爸”周日出动
“ 爱心奶爸”的征集令发出后，

读者们在本报热线、微博等平台上给
出了积极回应。从众多参与者中，我
们最终挑选了六位成为此次的“ 公
益奶爸”。

这六位“ 奶爸”中有不少都是长
期从事公益活动的热心人士，其中三
位“ 奶爸”还算得上是“ 老面孔”，地
铁司机李先生、银行职员任先生和退
休职工侯先生都曾经参与过本报先
前组织的其他活动，侯先生在“ 圣诞
老人来了” 活动中扮演过一回圣诞
老人。

在听过“ 宝贝之家”孩子们的概
况后，各位“ 奶爸”都表示，希望可以
通过这次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来自

“ 爸爸”的关爱，本周日下午，他们将
集体出动，去和孩子们说说“ 外面的
世界”发生的故事。

有人说，母爱如水，温柔而细腻；父爱如山，坚毅而厚重。然而，在“ 爱佑·一汽大众奥迪上海宝贝之家”里，有一
群难以享受到父亲关爱的孤残儿童。尽管他们平时也能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但大部分都是来自妈妈们的爱
心。作为本报2012年父亲节“ 向奶爸致敬”活动的重要环节，众多读者通过热线以及微博报名“ 公益奶爸”，最终本
报选定其中6名。本周日，公益奶爸们将来到宝贝之家，为孩子们送去一份久违的“ 父爱”。6月5日下午，本报记者对
宝贝之家进行了先探。 本报记者 朱迪

在面积不大的儿童活动中心里，
七八个小朋友在“ 妈妈”们的看护下
玩得不亦乐乎。由于他们身体抵抗力
较弱，每天下午2点至5点，儿童活动
中心就是属于他们的欢乐天堂。“ 干
杯，干杯⋯⋯”在“ 妈妈”们的倡议
下，几个小朋友们拿着手中的乳制品
饮料，你碰我，我碰你举杯同饮。

胜似亲兄弟姐妹的他们，在不久
的将来就要各奔天涯，也许此生都不

会再见了。其中，安安是先天性脊膜
膨出患儿，现在已经术后痊愈的他，
看不出和正常儿童有什么区别。据
工作人员介绍，安安已经被一对西
班牙夫妇收养了，不久将被带到国
外。“ 他很幸运，可以享受到父母的
关爱，而其他小朋友们，虽然我们尽
了最大的努力来宠爱他们，而父亲
之爱真的是很难弥补。”工作人员叹
息道。

孩子们期待“ 爱心奶爸”

》最动人的画面：小朋友们举杯同饮

赞美，一个很喜欢巧虎的小女
孩，患有先天性脊膜膨出。在采访的
过程中，赞美总是把手中的动物卡片
递到记者手中，并指着卡片上的动
物，嘴里发出“ 咿咿呀呀”的声音。赞
美不像正常小朋友可以和爸爸妈妈
手牵手一起去动物园看小动物，由于
身体原因不能随意外出走动，更不能
牵着自己父母的双手。

“ 妈妈，妈妈⋯⋯”隔着玻璃门，
赞美突然哇哇大哭了起来。原本要出
去办事情的“ 妈妈”，看到赞美泪眼
婆娑的样子，只好又折回来将她抱在
怀中，就在这一刹那赞美的哭声神奇
地戛然而止。“ 其实，她们和正常的
小朋友一样需要关心、温暖，尤其是
爸爸妈妈的爱。”站在一旁的宝贝之
家工作人员张女士说道。

》最催泪的场景：隔着门喊妈妈

宝贝之家的孩子们和“ 妈妈”们在一起。 本版摄影 记者 贺佳颖

一个孩子在看门外的“ 妈妈”。

玉婷向着“ 妈妈”大笑。青军喜欢被人抱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