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会终于回家了。 即将满周
岁的她，因为一场病，成为了一个
不幸却又幸运的孩子。不幸的是，
她从出生便离开了妈妈， 与病魔
抗争；幸运的是，她遇到了一群白
衣天使，不仅重获健康，还得到了
无私关爱。

会会的遭遇很特别， 却不是
唯一的个案。记者调查了解到，孩
子因病被父母“遗弃”的案件，湖
南省儿童医院每年都会发生近十
起， 湖南省人民医院每年有近五
例弃婴事件， 湘雅三医院新生儿
科每年也都可以看到嗷嗷待哺的
被弃婴儿。

孩子生病就够可怜了， 为什
么遗弃他们？是父母太狠心吗？或
许有一些。但更多的原因，是面对
巨额医疗费用时的无能为力。如
同会会父亲唐上文无法承担医疗
费用， 也不知道用哪种办法来求
助。

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专家
曾作出测算， 儿童大病发病率为
千分之一， 也就意味着我国大病
儿童达22万人。 而我国目前新生
儿的社会保障制度中， 可报销药
品的品种非常有限， 且10%-55%
的儿童大病报销比例偏低， 导致
许多患儿家庭因病返贫， 甚至对
巨额医疗费用无力承担。

希望卫生、 民政部门能制定
一个有“托底”功能的儿童大病救
助政策， 避免生病的孩子被家庭
遗弃， 保证爱的阳光伴随他们幸
福成长。

在医院住了近一年突然
回家，会会习惯吗？家人对她
好吗？ 依旧欠着巨额债务的
家庭，今后怎样生存？带着诸
多疑问，1月14日， 记者赶到
永州， 了解会会回家后的生
活现状。

虽然籍贯在道县， 唐上
文却已经几十年没有回老
家， 而在永州市零陵区靠开
摩的为生。

“今天摩的生意不好，我
在给宝宝买鞋呢， 天气越来
越冷了。” 天空下着毛毛雨，

唐上文提着两双红色的娃娃
鞋出现了。

一路上， 唐上文告诉记
者， 县里有关部门很关心他
家的生活， 已经给他一家三
口办了低保。省、市、县扶贫
办还把他家纳入了精准扶贫
计划，不仅帮助危房改造，改
善住房条件， 还准备帮他培
训技术， 不再靠摩的为生。
“我相信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的。”这个曾经被困难压倒的
男人， 话语中充满对未来生
活的信心。

“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 愿阳光照耀每一个孩子

与唐上文边走边聊，不
久就到了会会的“家”。这是
一栋老房子，泥砖墙面，有大
天井及院落， 可是能住人的
仅有一间厨房和一间卧室。

看到有人进门，唐上文的
妻子汪新雄走了出来，会会在
她背上玩闹。唐上文拿出新买
的鞋子逗她：“宝宝，爸爸给买
的新鞋，要不要试试？”无奈会
会不太领情， 转过脸去看妈
妈，也不愿爸爸抱自己。

“嘿嘿， 我真的挺尴尬
的，她总是不要我抱。”唐上
文说， 孩子回来后与妈妈是
自来熟，却一直不要自己抱。

汪新雄是越南人， 身高
仅一米二左右。 由于小时候

遭遇火灾，双腿萎缩残疾，只
能缓慢走动。 几年前她跟着
哥哥到广西打工， 之后与亲
人走散，饥寒交迫时遇到40
岁仍单身的唐上文， 并随他
回到永州。

会会被送往医院后，汪
新雄就没有再见到女儿。“我
很想她，可不能去看她，没钱
呀。”汪新雄说，孩子留在医
院后， 丈夫每天出门跑摩的
赚钱，自己也养鸭子卖，希望
能早点存钱去接她。 得知政
府部门帮忙接女儿回家，汪
新雄高兴得很， 把家里收拾
干净， 还专门添置了一直舍
不得买的烤火炉， 生怕湿冷
的家里让孩子又生病。

怕孩子又生病，专门添置烤火炉

回访 记者手记

省扶贫办、道县县委、县政
府等多个部门高度重视， 想尽
办法找到了唐上文， 一方面对
他遗弃孩子的行为予以严肃训
诫， 一方面帮助他与医院协商
费用解决办法。 在政府的协调
与帮助下，1月10日下午， 唐上

文与医院达成“医保负担一部
分、医院减免一部分、患儿家长
承担一部分” 的医疗费分担协
议，当天就把会会接回了家。

会会回家那天，省儿童医院
的“妈妈”们都很不舍，给她买了
很多玩具、衣服等。看着她被爸
爸抱着上车，几位护士忍不住相
拥大哭。“我虽然舍不得，但她终
究是要回家的。” 刘云川护士安
慰自己， 只希望会会健康长大，
做个善良的、 知道感恩的人，因
为她被很多的人善待过。

【反响】 报道引多部门重视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看过本报报道后写下批示：春节在即，有关
部门一要想办法让孩子尽快回家，回到父母身边一起过年。二要弄
清孩子父母家的基本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因缺钱而被父母遗弃的孩
子， 却在医院得到了无微不至
的照顾。

2015年2月28日是会会到
医院新生儿一科的第一天。孩
子送进重症监护室后， 医院联
系唐上文， 电话却一直无法接
通，人也找不着。之后，科室里
的33位护士就担起了“妈妈”的
责任，大家给她取名“会会”，意
为“一切都会好起来”。值班的
护士轮流照顾她， 大家自发给
她买衣服、奶粉、玩具。

护士贺琼还没有结婚，却
认下了会会这个大眼睛的漂亮

“女儿”， 并像照顾自己的孩子
一样用心照顾她。“按时给她泡
牛奶，7个月的时候开始添加辅
食，怕营养跟不上。”贺琼笑称，
大家把会会养得很好， 白白胖
胖的，孩子还特别粘人，睡觉前
会闹觉，必须抱着才能入睡。

10个多月过去， 会会在经
历两次手术后完全康复。 在医
院的300多天，会会已经成为医
生、护士工作之余的“开心果”。
后来， 医院还请了护工邓冬香
照顾会会， 她每天在医院里到
处玩耍，成了人见人爱的“小明
星”。

33位护士担起了“妈妈”的责任，大家给她取名“会会”，意为
“一切都会好起来”。

【关爱】 33个“妈妈”爱心抚育

“宝宝，长沙的阿姨看你来
了，快叫阿姨。”1月14日，听到
妈妈的话，孩子伸出手，身子使
劲往记者一边倾。 孩子的爸爸
唐上文在一旁又尴尬又羡慕：
“都回来5天了，一直不要我抱，
不让我亲！” 唐上文不知道，自
己的宝宝之所以跟记者亲，是
因为这个阿姨多次到医院看望
过她。

宝宝的小名叫会会， 是省
儿童医院儿一科的护士阿姨取
的。2015年2月22日，会会在永
州零陵区出生， 一出生就患上
急性坏死性肠炎。2月26日，当
地医院表示无法处理小会会的
病情， 建议尽快送到湖南省儿
童医院治疗。

“我花了一天时间到处找
人借钱， 好不容易凑齐了一万

块，急忙把孩子送到了省儿童医
院。”唐上文没想到，仅第一次手
术费、麻醉费就花去了8000元，
孩子手术后马上住进重症监护
室， 不仅每天花费需要两三千
元， 而且还需要进行第二次手
术。面对巨额医疗费用，唐上文
懵了，惶急无路，干脆把孩子丢
在医院，自己一走了之。

“这十个多月，你去医院看
过孩子吗？”记者问。

“我总共去过四次，每次都
是偷偷进去的， 没有让医生护
士发现。 有两次看见孩子在睡
觉， 两次看见宝宝被护士抱在
怀里，大家把她逗得咯咯笑。”

“想过把孩子接回家吗？”
“我做梦都想接孩子回家。

我老婆也想孩子，一想就哭。可
是我没钱啊！”

【事由】 家庭贫困，她被“遗弃”

“我总共去过四次，每次都是偷偷进去的。我做梦都想接孩子
回家，可是我没钱啊！”

家庭拮据，重病婴儿被弃医院316天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批示：一定要让孩子回家过年

会会回家，“一切都会好起来”

2016.1.27��星期三 编辑 匡萍 图编 言琼 美编 陈阳 校对 刘湘A07 深度解读

她是个不幸的小女孩，去年出生便患病，因家庭贫困被“遗弃”在省儿
童医院；她也是幸运的，在医院生活的近一年时间里得到了很多人的悉心
照顾，本报报道也引起当地政府重视（详见本报1月7日、11日报道）。省委
副书记孙金龙作出批示：春节在即，一定要让孩子回家过年。

多年以后，她一定会知道自己这段非同寻常的故事。我们希望她无需
自怜，而是感恩前行！ ■记者 李琪

1月14日，永州市零陵区荷叶塘村，唐上文和妻子、女儿会会在一起玩耍。 记者 李健 通讯员 钟小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