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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 「六一」 ，對於小悅悅的父親王持昌來說，感覺
很不一樣！儘管時隔半年多，小悅悅被輾壓死亡事件仍一
直煩纏着他。但他還堅守在佛山這個傷心地，除了 「近距
離」 想念小女兒外，他還擔負一個更大的 「責任」 ：更好
地利用剩餘的捐款，將社會對小悅悅的愛心延續下去。而
在 「六一」 兒童節這天，他最想的是，緊牽着女兒的手去
逛公園……

【本報記者方俊明佛山三十一日電】

同樣是山東漢
，同樣作為一個年
幼女兒的年輕父親
，都因為一個雨大

天黑的傍晚，從此顛覆了人生軌道。
相比王持昌永遠失去了小悅悅，肇事

司機胡軍也面臨刑罰，九個月大的小女兒
將在未來幾年內度過沒有父親的 「六一」
節。

正如公訴人在庭審上所言， 「哪怕以
為撞到貨物，也該下車看看，看似簡單的
動作，就可避免慘劇」。但是，由於胡軍
的粗心大意，不但嚴重衝擊了人家家庭，
也讓自己的家庭受到傷害，最終影響了小
女兒的成長。

胡軍的辯護律師李旺東告訴記者，胡
軍今個 「六一」節將在看守所獨自度過，
沒有機會看到小女兒，因為按相關法規，
未有判決、量刑執行前，是不會開放給家
屬探監的。

記者再次走訪案發地廣佛五金城，部
分商舖店主談起胡軍，均嘆道 「家家都有
難念的經」，為兩餐養個家不容易！有抱
着孩子的女店主說： 「為人父母，誰想孩
子出事呢？又誰想離開孩子呢？」她不大
相信胡軍開車撞人後再故意逃匿， 「因為

他也是個父親，平時很喜歡孩子」。而胡
軍早前對警方供述時也一再強調， 「我也
是有老婆孩子的人，怎麼可能輾到孩子還
往前衝呢？」

庭審期間，李旺東曾專門展示了胡軍
一家三口的親子照，相片中的胡軍疼愛地
抱着小女兒，動作生疏但一臉興奮，初為
人父的幸福表露無遺。為了養家，胡軍夫
婦一邊照顧女兒，一邊開五金小店，晚間
還帶上女兒當 「走鬼」擺地攤賣衣服幫補
生計。

李旺東說，從庭審中來自胡軍家屬、
業務夥伴及店舖鄰居等證詞來看，他從來
沒刻意逃匿，一旦知道案發後即自首，也
顯示他是非冷血之人。他曾多次表示 「很
內疚」，願意盡最大努力，在法律的程序
下來賠償受害孩子的家人，為自己的行為
贖罪。

「其實，胡軍今年才二十四歲，遭遇
如此大事件，以目前其家庭經濟條件，他
賠償能力十分有限的。」李旺東在庭審時
也曾提出，希望法庭考慮胡軍要撫養幼女
而平衡其賠償額。半年多來，李旺東多次
接觸看守所裡的胡軍，也感受到他十分掛
念女兒，掛念那個似近還遠的三口團圓之
家。 【本報佛山三十一日電】

王持昌和小悅悅這對父女，本來跟數千萬外來工一樣，是來粵打工
的普通家庭。但一個雨大天黑的傍晚，改寫這家人一生的軌跡，也觸動
了現今 「氣候異常」時代下人們的內心軟肋。

連日來，本報記者多次聯繫王持昌，他均不大願回應，更不願出
鏡，回答的聲音也顯得沉重無力。對於記者今天的採訪，他一開始
也不想多談，聲音疲憊。尋求安慰與解脫的半年多來，他仍未走出小
女兒被輾的陰影。

王持昌透露，他已關閉在廣佛五金城的檔口，現正在別人店舖打工
，以此掩蓋喪女之痛。但隨着近期肇事司機開庭受審，加上 「六一」臨
近，小女兒的點點滴滴又被勾浮起來。

近幾天，他偶爾翻一翻女兒的物品，聞一聞買給女兒那件小襖的味
道，買一串她逛公園時最愛吃的冰糖葫蘆，回味她總喜歡黏人要抱抱的
笑聲……只是，純純笑聲猶在耳邊，近在咫尺，一覺醒來卻遠在天邊。

王持昌說，若老天多給一次機會，更希望平平淡淡：沒有熙攘的車
貨，沒有煩人的貨款，沒有似乎永遠忙不完的生意。只有那稚嫩的 「爸
爸」喊聲，有一家人齊齊的笑聲，一起拖手散步的串串腳步……但，這
一切都遲了！

「失蹤斂財」 質疑不斷
小悅悅離去後，源源不斷的愛心捐款很快成了 「燙手山芋」， 「失

蹤」、 「斂財」、 「過失罪」等質疑持續不絕……半年多來，王持昌除
了喪女之痛外，還要面對一些人無中生有的質疑。

「我從來沒否認對女兒照顧的過失。」王持昌氣憤地說，但從來沒
有所謂 「關店捲款跑了」或藉機斂財， 「我從未迴避，手機號碼一直沒
變也沒關機。」儘管不少質疑猶如在其傷口上撒鹽，但他在安排了小悅
悅的骨灰、老家的老人家及妻子等事宜後，他獨自返回待了八年的佛山
，除了為生計奔波外，還在籌劃如何將剩餘的愛心款捐出，以便幫助有
需要的人。

此前，王持昌已陸續捐出多筆捐款，包括向二十五歲的白血病患者
陳良發捐出六萬元，向身患再生障礙性貧血的十歲女孩李惠千捐出三萬
元。之後他較少露面，以至於網絡上出現了質疑：王家想要吞下剩餘捐
款。對此，他直言， 「很想發火！特別是部分網媒拿孩子的事炒作博點
擊率，是對父母的最大侮辱」。

他解釋說，肇事司機正在庭審中，若現在搞公開捐款，很容易又給
一些人炒作為 「王持昌想炒作」，以至於他目前也不敢提及民事索賠事
宜。對於下一步的捐贈行動，他略顯疲倦地說， 「等案子審完之後吧。
」至於剩餘善款數目，他稱 「不太清楚，因為一直沒動它」。據之前媒
體披露，剩餘捐款估計十八萬元以上。

餘款盡捐 救助兒童
「社會對小悅悅的愛心會繼續傳遞下去！」王持昌強調，每筆捐款

都會邀媒體見證和監督， 「一分不留」用於救助其他有需要的兒童。
「要知道，捐款裡有不少孩子的儲蓄罐呢，都是心意，我能胡亂就花了

？」
「若小悅悅現在的另一世界也有兒童節的話，那她也會感謝這些夥

伴們純真的愛、大人們不斷接力的愛。」王持昌說，也許今後每個 「六
一」都更難忘、更有觸動。他期待盡快擦去悲痛，正如當時他擦去女兒
眼角的最後淚滴一樣。

進入五月三十一日的夜晚，對王持昌而言，注定又是一個不眠之夜
。儘管小女兒剛離開半年多，但他已在想像着女兒又長成什麼樣，叫
「爸爸」肯定更準音了，稚嫩的笑聲更響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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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兒童節來臨，與之相關的消息
卻不那麼令人高興。連日來，充斥內地
各大媒體的新聞，多是質監部門在兒童
用品市場抽查後得出的質量堪憂的結論
：糖果中含有毒添加劑，冷飲中大腸菌
群含量超標，知名品牌童裝因含致癌物
質而深陷 「藏毒門」，不少兒童玩具中
也埋藏着 「隱形殺手」……種種隱患讓
當父母的憂心忡忡。

可悲的是，公眾大多相信，這種應
節式抽查所揭露出來的問題，僅僅是冰
山一角。在這個國人食譜充滿化學元素
的 「投毒時代」裡，孩童們所遭遇到的
偽劣商品，幾乎無時無刻不在。聯想到
此前發生的毒奶粉、假疫苗等公共安全
事件，都指向了年幼的孩子，現實已經
描繪出一幅幅可怕的圖景，給了我們足
夠多的教訓。這種傷害最直接的，自然
是讓孩童們的安全和健康一次次地淪陷
。尚缺乏基本自我保護能力的他們，不
得不因為成人社會的不堪，不斷忍受着
疾病、承受着苦痛，甚至搭上未及綻放
的生命。這樣的事情頻頻發生，對每個
有良知的公民來說，於心何忍，於情何
堪。

更可怕的是，造假之習，滲透之深
、影響之廣，讓人觸目驚心。從生產領
域的假酒、假藥，到教育領域的假論文
、假學歷，再到行政領域的假投標、假
審計，造假現象層出不窮。有人甚至認
為，造假已成為當今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這種道德滑坡、底線潰退的社會風氣
，對下一代的傷害，絕不僅限於物質層
面，它更可能滲透進他們的精神血液，
毒害他們幼小的心靈。

最簡單的一點，是無處不在的弄虛
作假，極大地破壞了人際信任。很多家
長不得不教育自家孩子收斂友善，提高
警惕，不能輕易相信他人，更不能主動

充當 「好人」。於是乎，不少中國孩子從小就得擔驚
受怕，學會了懷疑一切，這樣成長起來的一代，難以
避免地將對社會充滿戒備，對同類缺乏愛心，在需要
「扶老攜幼」伸出援手的時刻，冷漠和自私就會跑出來
作祟，製造出一個個令人痛心的悲劇。

更重要的是，任由虛假之風蔓延，將嚴重擾亂社
會價值觀。在這樣環境下，經濟社會基本規則遭受破
壞，人們對造假見怪不怪，習以為常，甚至於在某些
地方，說假話、做假貨的反而贏得利益，而守信者卻
常常遭遇不公。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如此
耳濡目染，年輕一代不僅難以堅守善良、弘揚正氣，
還有可能成為造假文化的傳承者，為社會誠信的進一
步惡化推波助瀾。

孩子的未來，取決於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當一
個社會用三聚氰胺奶粉餵養孩童時，很難想像這樣的
下一代能夠懷抱求真向善的情操來回饋社會。也因此
，不能讓不諳世事的他們，無辜地為社會腐敗一再買
單。

90多年前，魯迅先生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的名篇中闡述了一個深刻的道理，要讓孩子們能有
「合理的生活」， 「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會」。

在兒童節這天，我們應該思考如何用安全、正義
、美好的社會環境，作為獻給孩子們最大
最好的禮物。這不僅是一個英明的父親
應該做的，更是一個覺悟了的社會應該
做的。

時時評評
曼玲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三十一日電】針對深圳市兒童醫
院掛號員貼出 「逐客令」，衛生部新聞發言人宋樹立今日在
記者會上表示，衛生部已向深圳衛人委和醫院了解情況，這
是深圳兒童醫院工作人員的個人行為，醫院已做了妥善處理
。這件事反映出目前國內兒童醫院和綜合醫院中兒科嚴重不
足，兒童看病難問題突出。今後將重點推動兒科醫師規範化
培訓，加強兒科醫師隊伍建設。

5月21日，深圳市兒童醫院掛號處張貼的趕客告示稱：
「不管你是發燒、拉肚子、咳嗽或者是手足口病，都要等6

到8個小時！如果你能等，就掛號，不能等請去其他醫院！
」告示被網友發布在微博後，引來各方質疑。

宋樹立表示，深圳兒童醫院是深圳市唯一一所兒童醫院
，5月1日到21日，平均每天接診4900多人次，單日最高達
到5700多人次，已經大大超過了2000多人次的應診能力。
候診時間長的問題短期內無法從根本解決。這件事從一個側
面反映出目前國內兒童醫院和綜合醫院中兒科不足，兒科醫
師嚴重缺乏，兒童看病難較為突出的問題。

據衛生部統計數據，截至 2010 年底全國共有兒童醫院
72個，平均每個省擁有兒童醫院的數量不到3所。中國醫師
協會兒科醫師分會的數據則顯示，2008 年中國每千名兒童
擁有兒科醫生數量僅為0.26個，美國為1.5個，按此計算，
中國至少還缺20餘萬名兒科醫生。

宋樹立表示，近年來，針對兒科醫生不足，衛生部會同
有關部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將兒科醫師作為急需緊缺
專門人才納入規劃，加強兒科醫師隊伍建設。二是推動建設
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制度。三是在 2011 年開展了兒科醫師
培訓，共投入16.98億元開展兒童專科醫院和中西部地區縣
醫院的兒科建設。四是在國家臨床重點專科建設中對兒科予
以傾斜，目前已投入2.25億元對45個兒科進行建設。

宋樹立說，兒科是很特殊的領域，被稱為啞科，醫生要
憑知識和經驗去診治；難度大，強度大，醫護人員承受極大
的工作壓力。針對兒科醫師短缺的現狀，下一步將重點推動
兒科醫師規範化培訓，不斷加強兒科醫師隊伍建設；會同有
關部門繼續加大兒科醫院的建設，並研究合理確定兒科醫療
服務價格，以促進兒科長遠健康發展。

20萬兒科醫生空缺
衛生部將規範培訓

兩個父親 一樣的痛
本報記者 方俊明

特稿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三十一日電】衛生部
今日首次發布 0-6 歲兒童營養發展報告，指出中
國城市兒童的平均生長發育水平已接近西方發達
國家，但貧困地區的農村兒童營養問題突出；農
村兒童低體重率和生長遲緩率約為城市的 3-4 倍
，2010 年貧困地區尚有 20%的 5 歲以下兒童生長
遲緩。為此，國家計劃將兒童營養改善提升為國
家戰略，實施兒童營養與健康干預項目。

衛生部婦幼保健與社區衛生司司長秦懷金在
發布會上表示，兒童營養狀況是衡量整個人群狀
況最敏感的指標。兒童的營養狀況是人口素質的
基礎，國際上也把 5 歲以下兒童營養的狀況作為
衡量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研究表明，從懷
孕到 2 歲期間的母嬰營養將影響人一生的健康，
這一時期的營養不良將給兒童帶來不可逆轉、不
可彌補的危害。

秦懷金表示，目前，中國城市兒童的平均生

長發育水平已達到甚至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
兒童生長標準，接近西方發達國家同齡兒童的平
均水平。城鄉兒童生長發育差異正在逐漸縮小。
2010 年，中國 5 歲以下兒童低體重率為 3.6%，比
1990 年下降了 74%，提前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
標；生長遲緩率為9.9%，比1990年下降了70%。
5 歲以下兒童貧血患病率自 2005 年持續下降，從
19.3%下降到2010年的12.6%。

兒童營養改善提至國家戰略
秦懷金說，兒童營養不良問題，尤其是 5 歲

以下兒童營養不良的問題，對兒童的死亡率影響
非常大。全球 5 歲以下兒童死亡歸因於營養不良
的比例達 35%；中國 5 歲以下兒童死亡歸因於兒
童營養不良的比例由2000年的22%降為2010年的
13%，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得多。

秦懷金表示，中國兒童營養改善取得顯著成

就，同時也面臨挑戰。首先兒童營養狀況存在顯
著的城鄉和地區差異，農村地區兒童低體重率和
生長遲緩率約為城市地區的 3-4 倍，貧困地區農
村又為一般農村的 2 倍。另外，流動、留守兒童
營養狀況亟待改善。中國留守農村的 5 歲以下兒
童數量超過1500萬。2009年農村留守兒童的生長
遲緩率和低體重率均顯著高於非留守兒童，約為
非留守兒童的1.5倍；流動兒童貧血患病率明顯高
於城區兒童，體格發育也明顯落後。

秦懷金表示，下一步將採取系列舉措改善兒
童營養狀況。首先是將兒童營養改善提升為國家
戰略，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以及扶貧開
發戰略，加大投入力度，建立穩定的兒童營養改
善經費保障機制。另外還將以農村地區、6 歲以
下兒童以及流動和留守兒童等弱勢群體為重點，
實施兒童營養與健康干預項目。

衛生部首發兒童營養發展報告

延續社會的愛心延續社會的愛心

▲▶六月一日是國際兒童節。在廣西都安、大化等大石山區農村裡，
孩子們在大自然中體驗着自然質樸的童年生活。在都安瑤族自治縣隆
福鄉隆福村，幾名小孩用芭蕉葉當作雨傘（上圖）；在大化瑤族自治
縣大化鎮仁良村，幾名小孩在淺水塘裡戲水（右圖） 新華社

▲失去了女兒的王持昌，最想
像圖中那對父母一樣與女兒一
起逛公園，一家人平平淡淡過
日子 方俊明攝

▶肇事司機胡軍的業務夥伴及
店舖鄰居等相信他沒刻意逃匿
。圖為在小悅悅被輾壓事發的
廣佛五金城，一對父女在城內
通道拖手走過 方俊明攝

▼小悅悅事件激發社會廣泛反響。圖為民
眾悼念小悅悅的畫面 資料圖片

▲ 「六一」 前夕，重慶市新橋醫院血液科的10多名醫
生、護士利用工作間隙，親手布置了一間病房，為20
多名白血病和腫瘤患兒慶祝兒童節 新華社

兩成貧困兒童生長遲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