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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孤弃儿童回归家庭 感受温暖和力量

儿童节 他们收到最特殊的节日礼物——家

网络问政
http://wz.xsnet.cn/bbs/

一路有你
萧报公益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上周末，老天爷给了
一个不错的天气。日历已经翻到了
6月，这样凉爽的、有微风的天气，真
让人高兴，因为入夏以来，全国各地
升温火力全开，萧然大地30℃的温
度却只有4天。不过，夏老虎暂时
不发威，可千万别小看它。

气象部门消息，本周温度要开
始发力了，今天转为东南风，最高温
会升到30℃以上，5日最高温可能
会上升到35℃。之后随着两波阵雨
天气的到来，最高温度稍有回落。

本周整体上来看晴多雨少，降
雨主要出现在5日夜里到6日，8日
下午到夜里有点阵雨，其他时间多
云天气为主。

再来说说周四到来的“芒种”节
气。相比其他节气，芒种很低调，它
不像惊蛰、立夏那样有天气上的象
征意义，也不像春分、冬至一样有许

多习俗。芒种，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带着一些泥土气息，更多地反映农
业物候现象。

我国二十四节气可以这样划分
——表示寒来暑往变化的有立春、
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
冬至；象征温度变化的有小暑、大
暑、处暑、小寒、大寒；反映降水量的
是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
雪、大雪；反应物候现象或农事活动
的节气有惊蛰、清明、小满、芒种。

如果再细分，在24个节气中，
只有小满和芒种是跟农事活动有关
的节气。其中，芒种的“芒”，是指麦
类等有芒作物已经成熟，可以收割；

“种”字则象征谷类作物开始播种。
所以，有人也把“芒种”叫做“忙
种”。城里人感受不到田野里的忙
碌景象，但这个时候还是很值得去
郊外走走，看看秧苗碧绿，一派生
机，会体会到“东风染尽三千顷，折
鹭飞来无处停”的秀丽景色。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6月1日晚，一场特殊
的义拍活动在杭州鹿跃建材家居馆
内举行，筹集的善款作为一份特殊
的儿童节礼物，用于帮扶患有白塞
病的12岁女孩小汇。

活动当晚，小汇和妈妈许德枝
一起来到了“小手传大爱”慈善夜活
动现场。戴着眼镜，身材瘦小而柔
弱，这是小汇被罕见病白塞病折磨
之后的样子。

“孩子从1个月大就不断往医
院跑，5个月大时因视力外斜、眼球
震颤，被上海的大医院诊断患上了
先天性双侧视神经萎缩，医生说将
来很有可能会双目失明，建议孩子
以后读盲人学校。但这不是结束，
2016年4月21日小汇被确诊患上
了罕见的白塞病，这对我们全家来
说真是雪上加霜。”湖北人许德枝和
丈夫来萧打工10多年，她常年体弱
多病，关节、牙齿、眼睛等处都会得
病，身体每况愈下，2015年被确诊
患上了白塞病。这是一种全身性免
疫系统疾病，严重时会危及患者生
命，需要规律的药物治疗，包括长期
服用各种调节免疫的药物。

“面对高昂的医药费，我实在是

没辙了，再一次想到了帮助过我们
的好心人。”近4个月来，因为病情
加重，小汇一直在上海接受治疗，高
昂的医药费将这个本就负债累累的
家庭压得透不过气来。了解到许德
枝母女的近况后，杭州鹿跃建材家
居馆决定向这对可怜的母女继续伸
以援手。

2016年7 月6日，本报刊登了
许德枝母女同患白塞病的报道后，
萧然大地就为这对身患白塞病的母
女掀起了爱心浪潮。杭州鹿跃建材
家居馆拿出6200元帮扶许德枝母
女，之后还与她们结对帮扶。

“这一次，当许德枝把眼下的困
境告诉我时，我觉得应该为母女俩
做点什么。”杭州鹿跃建材家居馆的
负责人李鹿茸为了帮助小汇，发动
身边亲朋好友及一些社会公益组
织，为母女俩募集善款。活动现场，
不少年轻爸妈带着孩子前来献爱
心，家长们表示，通过捐出孩子零花
钱的形式，既帮助了小汇，也让孩子
更懂得珍惜和感恩。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在爱心
的感召下，通过爱心义卖、义拍、募
捐等一系列爱心活动，共为许德枝
母女筹得善款163498元。5日，母
女俩又将踏上求医路。

记者 项亚琼 整理

建议罗婆路南段
增设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网友“微信用户”向萧山网络问
政平台询问，罗婆路南段的光明尚
海湾和恒大帝景都已交付，住户众
多，缺少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最近的
也在四季华庭和名门世家小区，建
议增设租赁点。

区交投集团回复：经过前期的
现场调查，网友提及的“右岸澜庭”
一带已纳入2019年的公共自行车建
点规划中，具体位置拟建在 B24 路
北侧，B24路与罗婆路交叉口东北角
人行道上，右岸澜庭小区幼儿园南
门（消防通道）西侧。目前已进行媒
体公示。

知行路何时进行清理？

网友“金金金金金”向萧山网络
问政平台询问，新塘街道名望府门
口知行路 5月底道路依然堆满垃
圾，绿化遭受严重破坏，消防通道也
被堵，小区住户出行苦不堪言。想
问下门口道路何时会进行清理？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经
了解得知，我局市政部门于2019年
4月份，与交警等部门对香樟路、萧
邮路等道路进行现场查看，因彩虹
大道地面道路正在施工，开通香樟
路存在安全隐患。目前，香樟路尚

不具备开通条件，故未列入5月综合
竣工验收移交会议。待相关安全隐
患消除后，我局市政部门将积极推
进香樟路的综合移交工作。

哪些特殊工种
能申请提前退休？

网友“hzxs166”向萧山网络问
政平台询问，想问下哪些特殊工种
能申请提前退休？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
复：申请特殊工种提前退休需满足
以下条件——

（一）参加杭州市区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

（二）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
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
健康的工作满规定年限，男年满55
周岁、女年满45周岁的原全民、县以
上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和党政机关群
众团体的工人及工作条件与工人相
同的基层干部；

（三）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

咨询环城东路拓宽事宜

网友“ricky07”向萧山网络问
政平台询问，临浦镇2019年计划对
环城东路进行拓宽，想问下拓宽的
宽度为多少？计划实施路段的长度
在多少？起止位置分别在哪里？

临浦镇回复：临浦镇确实在
2019 年实施环城东路改造工程，计
划今年9月份开始建造浴美施桥（目
前已完成了相关设计），预计年底前
建成通车。

因该道路地理条件有限，暂不
考虑扩宽，利用原来道路完善改造，
从苎萝东路至高田陈社区全长约3
公里。

本周晴雨相间 最高气温冲向35℃

一场爱心义卖
解了许德枝母女的燃眉之急

赵丹家庭：
给“糖宝宝”一个温暖的家

前期，区民政局从福利中心挑选出10
名身体素质和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好的孩
子，参加此次“爱心共养”活动。

今年11岁的萧新雅就是其中一名孩
子，因患有唐氏综合征被父母遗弃，后由
新塘派出所将她送入区福利中心。区福
利中心的工作人员给这个文静、爱笑的小
姑娘取名新雅。

平日里，新雅最喜欢牵着护理员阿姨
的手在操场上散步，小姑娘在区福利中心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她爱好广泛，爱拼
图和画画，涂色也是强项。但是，能跟其
他小朋友一样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有自己
的家也是新雅的梦想。六一节前夕，梦想
照进了现实，来自宁围的爱心家庭赵丹一
家与区福利中心“爱心共养”新雅。

赵丹家中有两个孩子，大女儿上二年
级，小儿子今年3周岁。因为家中没有老
人帮忙照顾孩子，前几年赵丹便全职在家
照顾两个孩子。不过，全职在家的赵丹也
没闲着，平日里她经常带着女儿参加各种
公益活动。

“当我看到招募令，区福利中心的孩
子们吃力地说出梦想是‘我想有个家’的
时候，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一种莫
名的心痛涌上心头。”赵丹说，当她把成为

“爱心共养”家庭这个想法告诉全家时，在
家庭会议上一致通过，全家都特别支持她
的想法，尤其是大女儿听说家里要来个小
姐姐，特别期待，一直想着要跟小姐姐一
起写字画画。

启动仪式当天，赵丹虽然和新雅是第
一次见面，“母女”俩却特别有眼缘，新雅
见到她就喊了一声“妈妈”，之后牵着赵丹
的手不放。区福利中心举办了烘焙活动，

“母女”俩一起做烘焙，其乐融融。
赵丹做了一个初步规划：先让新雅和

孩子们熟络起来，让女儿教新雅写字，给
“糖宝宝”一个温暖的家。

方钟琴家庭：
让孩子体会手足之情

今年4岁的萧乐乐，是“爱心共养”孩
子中年纪最小的女孩。她还有一个龙凤
胎哥哥，这对龙凤胎因早产生活能力低

下、先天发育不良。当年，医院因联系不
上家属而报警，但龙凤胎的爷爷和外公明
确表态不愿抚养这对孩子。

龙凤胎出院后被送至区福利中心寄
养，工作人员将男孩取名为萧欢欢，女孩
取名为萧乐乐。随着乐乐和欢欢长大，考
虑到面临着上学等问题，区社会福利中心
成立以来首次到法院申请变更监护人。
如今，在护工阿姨的精心照顾下，欢欢和
乐乐生活得很好。

欢欢性格活泼开朗，脸上总是挂着甜
甜的笑容，喜欢叫“亲亲妈妈好”，喜欢亲
亲抱抱，喜欢扎小辫子爱漂亮。区福利中
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欢欢平时上课能
认真听老师讲课，而且口齿清楚，会用简
单的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

欢欢的“爱心妈妈”叫方钟琴，是一位
投身公益活动多年的爱心人士。2015
年，她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志愿者成立了

“心连心家园”，今年她看到招募令，毫不
犹豫就报名了。

欢欢特别喜欢方钟琴，见面后一直黏
着她，“妈妈、妈妈”喊个不停。“女儿在我
们的耳濡目染下，也经常跟着参加各种义
卖活动，是个特别有爱心的孩子。”方钟琴
说，女儿听说家里要来个小妹妹很开心，
已经打算好了，等欢欢妹妹来了要一起
睡，不仅给她家庭的关爱，还会让欢欢体
会到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

朱银根家庭：
让孩子和小伙伴快乐成长

朱银根是第一实验小学的爱心家长
代表，活动当天，与区福利中心的萧初夏
爱心结对。

初夏今年10岁了，是一个帅气阳光
的男孩，非常受其他小朋友的喜欢。平时
他蹦蹦跳跳，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做游
戏，一起玩扭扭车、拼搭积木，脸上总是挂
着甜甜的笑，也会独自一个人安静地拿一
本书阅读。

“学校里有一个‘阳光妈妈’的组织，
接下来我们将组织一系列活动，让他感受
正常的学校学习生活和家庭生活。”朱银
根的儿子与萧初夏是同龄人，会带着初夏
多体验普通学校生活，结识更多小伙伴，
以便他能更好地融入到集体生活中，也十
分有利于培养孩子乐观开朗的性格。同
时，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来做这些孩子的

爸爸妈妈，给他们家一般的温暖。

继续招募“爱心共养”家庭

每一名孤弃儿童都是折翼天使，他们
比正常孩子更渴望家庭的温暖，对家充满
遐想充满期盼，您愿意给他们一个家吗？

“宝贝回家”爱心活动继续招募 7 户
“爱心家庭”，希望有更多家庭加入共养活
动。区社会福利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成为

“爱心共养”家庭的基本条件是：本区常住
户口家庭，有固定住所；家庭成员均身体
健康，无违法记录，无不良生活嗜好；家庭
和谐，邻里融洽，热心公益；夫妻双方年龄
在60周岁以下，喜欢且善于和孩子相处。

报名“爱心共养”家庭流程——

1. 电话联系区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
详询相关事宜，领取报名表格。联系电话
为0571—82427530。

2. 详细填写相关表格并递交至邮箱
xsflzx@qq.com。区民政局对申请共养家
庭进行书面审核，为符合要求的家庭登记
造册，建立《爱心共养家庭名录》。

3. 区民政局从《爱心共养家庭名录》
中进行初筛，选择合适的家庭，然后进行
上门评估。

4. 区民政局经评估确定招募家庭，并
集中对家庭成员进行必要的培训，为家庭
和孩子创造融合机会。

“爱心共养”家庭要做什么？

1. 确保共养期间每月 2 次以上与孩
子相处，可以开展融入家庭、接触社会、亲
近自然等多种活动。

2. 要加强与孩子的交流互动，关注他
们的生活、学习和身心健康，并通过视频、
图片、文字等多种方式记录和反馈共养动
态。同时，要重视保护孩子隐私。

3. 爱心共养协议一年一签，协议期满
后经双方确认可续签。

“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温暖的避
风港，是灵魂的栖息地，是精神的乐园，更
是每个人一生的加油站。‘宝贝回家’爱心
共养活动将为这群特殊儿童在成长的道
路上留下温情的一笔。”区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希望社会各界、爱心家庭及众
多志愿团体播撒爱的雨露，共同助力区社
会福利中心的孤弃儿童回归家庭，感受家
的温暖和力量。

文/摄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戚天琪

“5·20”当天，“宝贝回家”爱心共养活动向全区发出“招募令”：征集
十户爱心家庭，通过“爱心共养”的方式，帮助宝贝们走出福利中心的大家
庭，走入寻常百姓的小家庭，融入社会，拥有健康、阳光的人生。

“招募令”发布后，许多爱心人士和爱心家庭报名参加。这个六一节，
区福利中心的孩子们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个家。5月31日，首期
“宝贝回家”爱心共养活动启动，不过考虑到社会福利中心孩子们的特殊
情况，三户“爱心”家庭率先加入到“爱心共养”活动中。在今后的一年中，
区福利中心将部分孩子寄养在这些家庭，让这些孤弃儿童享受家庭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