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服务保障农
民工，解决他们的后顾
之忧，今年暑假，我市
针对留守儿童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活动：“童
伴 之 家 ”、“ 快 乐 学
校”、夏令营活动、流动
青少年宫……以此丰
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使之度过一个快乐充
实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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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已为5万余名贫困人
口免费体检

本报讯“现在的政策就是好，前两个月，

我没花一分钱，就做了个全身体检。”说起自

己遇到的好事儿，大英县隆盛镇的居民刘兴

木逢人就夸党的政策好。

刘兴木的幸福际遇并非个例，“对 12 万贫

困人口进行免费健康体检”是我市正在加紧

推进的民生实事之一。 1—6 月，我市已对

57248 名贫困人口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主动上门对在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

行宣传，让他们到当地的乡镇中心卫生院进

行免费健康体检；对在外务工的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通过电话或短信，通知他们可以利用

返乡时间，抽空到当地的乡镇中心卫生院进

行免费健康体检。不仅如此，针对行动不便

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各地乡镇中心卫生院

还会组织医务人员入户服务，让贫困居民少

跑路。

据介绍，“对 12 万贫困人口进行免费健康

体检”实施以来，我市聚焦“组织发动、媒体引

导、入户动员”三个环节，落实责任主体、投入

主体、实施主体，要求相关单位拿出更实举

措、更细方案、挂图作战，切实做好“两档”管

理，确保全面完成贫困人口健康体检工作。

各地对患病贫困人员进行疾病库排序分类，

提出个性化的健康干预方案，有针对性地治

疗，做到“精准摸底、精准建档、精准宣教、精

准干预”，做到“一人一卡、一户一档、一村一

卷”，做到健康体检与健康管理有效结合，切

实降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

除民生实事“对 12 万贫困人口进行免费

健康体检”外，1—6 月，我市持续为 296.35 万

名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完成比例达 90.58%；为 6570 名符合条件的

计划生育对象提供计划生育扶助保障，其中

奖励扶助 4393 人，特别扶助 2177 人。

我市还加大民生实事宣传力度，通过电

视、报纸、网站、新媒体等多种媒体进行多角

度、多层面的宣传，提高群众的知晓度，让群

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调动群众参

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努力营造全社会持续关

注民生的良好氛围。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遂宁留守儿童的快乐暑假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童伴之家”弥补缺失母爱

近日，记者走进射洪县金华镇中坪村的

“童伴之家”，看到 20 多位孩子围在“童伴妈

妈”马雪梅身边，认真地写字、画画和做作

业。

马雪梅是该村的村干部，2017 年，射洪在

该村试点“童伴之家”项目，马雪梅被聘为

“童伴妈妈”，在工作之余，特别是节假日，她

承担着全村所有留守儿童的关爱陪伴和帮

扶工作。

这个暑假，她把孩子们集中在“童伴之

家”，除了辅导孩子们完成作业，还教孩子们

绘画、跳舞或是与孩子们玩小游戏。孩子们

平时遇到什么困难，都会给马雪梅说。她会

用耐心和爱心开导、鼓励孩子们，让他们开

心成长。

同样，射洪县陈古镇店子村的“童伴之

家”也给远离父母的孩子筑起一个家，一个

有妈妈的家。

钱建春今年 3 月竞聘上岗镇店子村的

“童伴妈妈”，自此多了 30 多个孩子。“天热

了，我们就在屋里玩吧，好不好？”妈妈征求

着大家的意见，孩子们齐声答应了。先玩游

戏，再跳舞，接着是诵读，一项接一项的欢乐

安排，很快把一个上午的时间打发了。

“要孩子依恋，那才是家。”钱建春把孩

子们的画作、手工都装点在陈古镇店子村

“童伴之家”，扮成了最接近家的样子。

给留守孩子一个有妈妈的家，是遂宁关

爱留守儿童的要事。据了解，自 2016 年项目

启动以来，我市已在 5 个区县分别设立了省

级“童伴计划”项目试点村，今年已新建完成

32 个市级“童伴之家”。

夏令营活动开阔眼界

北京是很多孩子向往的城市。 7 月 20
日，遂宁 86 名留守儿童怀着憧憬踏上了前往

北京的旅程，开启了为期 7 天的“探亲游学”

夏令营活动。

本次夏令营活动的主题是感恩祖国、拥

抱北京、亲情相聚，以组织留守儿童赴北京

与外出务工父母团聚为主线，开展丰富多彩

的亲情团聚主题活动。

期间，86 名留守儿童瞻仰革命先烈，游

览万里长城、奥林匹克公园、故宫博物院，探

秘国家宝藏，感受天安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以此增强孩子们的爱国情怀、开阔视野

眼界、磨炼意志品质。

而在更早一些的 7 月 7 日，“爱心圆梦”

夏令营在市青少年宫举行出发仪式。该夏

令营为期 5 天，共组织全市各区县 200 名留

守儿童，赴重庆围绕“爱国、感恩、励志”三个

主题开展活动。

活动中，孩子们进行了军事训练、拓展活

动、自护培训、感恩教育、爱国教育等。期

间，还组织留守儿童与家人打一个亲情电话

和一场以感恩为主题的“亲情信”活动，让孩

子们用语言来表达对父母的爱，感恩父母为

自己成长所作出的贡献，通过一系列的活

动，进一步增强了和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

参加过夏令营的孩子们纷纷表示，这是

他们最为有趣、充实、快乐的暑假，也是他们

最为美好的记忆之一。

兴趣课程培养多种能力

除了把孩子们“送出去”，这个暑假，我

市相关部门和爱心人士，还深入农村和基层

校园，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课程。

近日，遂宁市安居区流动青少年宫在中

兴镇五香庙村、拦江镇大益湾村、步云乡筒

竹湾村、分水镇苏家河村和莲花乡接绍寺村

同步开班。为开展好此次活动，主办方给每

个班级都配备了一支 4—5 人组成的“专业师

资+青年志愿者”队伍，共开设了武术、音乐、

英语、书法、舞蹈、手工、绘画、健身操、小主

持人、队礼队仪等课程。同时，活动还组织

了安居区“十佳新青年”深入贫困村与孩子

们分享分享自己的励志故事，为孩子们树立

成长榜样。

与此同时，“快乐学校”项目也在全市如

火如荼地开展着。

近日，志愿者们走进安居区西眉镇新貌

村开展“快乐学校”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

项目。经过前期的考察和调研，志愿者根据

留守儿童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服务

方案。组织了具有学前教育专业的志愿者

开展“涂鸦绘画”“地震自护教育”“爱的抱

抱”“大手拉小手”等活动。通过涂鸦绘画的

内容，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通过

地震自护教育讲座，让孩子们了解在地震来

临时如何保护自己；通过爱的抱抱，手拉手

等趣味游戏，培养学生的反应能力与团队协

作能力。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我市在留守儿童

较为集中的学校、村社广泛开展了“流动青

少年宫”“快乐学校”“安全教育”等为主题的

关爱活动，这些形式多样、生动有趣、寓教于

乐的活动，使留守儿童在轻松愉快的学习中

感受到了快乐和温暖。

新晋“奶爸”的苦与乐

讲述者：张浩宁
记者：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2019 年 4 月 28 日对于家住遂宁市河东新

区东湖丽景的张浩宁一来人来说，是一个幸

福的日子。这天，在张浩宁妻子经过十多个

小时的阵痛之后，生下了一个六斤二两的女

儿。中年得女，这对于年近四十的张浩宁来

说，无疑是最幸福的事，最开始那几天，他最

忙的事就是打电话和人分享他的幸福。

看着女儿小小的一团，时而厥嘴角，时而

皱眉，张浩宁的心都被萌化了。摸摸女儿软

软的小胳膊、小腿，这位新手爸爸胆颤心惊，

生怕自己一个笨手笨脚把女儿碰坏了。半夜

里 ，女 儿 一 动 ，他 准 能 感 觉 到 。“ 女 儿 该 吃

了。”“女儿拉了”没过几天，他便把女儿的各

个表情研究得透透的，并判断得八九不离

十。女儿饿了，他就把女儿抱起来，让妻子喂

奶；女儿拉了，他娴熟地给女儿清洗。连张妻

都自叹不如丈夫的细心：“从来没发现他有这

么细心的一面，还专门用了一个小本子，记录

女儿一天的吃喝拉撒。”

在张浩宁的细心呵护下，女儿一天天长

大。“每天照顾女儿也是一种幸福，从女儿出

生后，店里的生意我都没怎么打理，都全权交

给我的姐姐，三个月我去了店里两次，都是女

儿睡着之后去看了一眼。想女儿得慌，就赶

紧回家。现在女儿就是我最大的事。”张浩宁

对这个前世的“小情人”宠得打紧。

三个多月过去了，小姑娘渐渐长大，现在

她能分辨声音，特别喜欢爸爸，每天都“哦哦

哦”地逗爸爸，还会对着爸爸笑，这个时候，张

浩宁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小姑娘渐渐也有了自己的脾气，最近几

天，每天下午四点过，都会哇哇地大哭，奶都

不吃，随便怎么哄也哄不住，扮鬼脸、跳舞、

唱歌……各种技能都用上，都哄不好哭泣的

小公主。这个时候，张浩宁特别无助。看着

女儿哭，自己却无能为力，对他来说是世界

上最难受的事情。又是打电话请教当医生

的朋友，又是查找各种 App，试了无数种方

法，才晓得女儿是被热得过了头，才哭得厉

害。最后，每天下午都带她去育婴馆游泳，

才解决了问题。

入水勇救3人，出水默默离开

7 月 8 日，是蓬溪县红江镇赶集的日子。

射洪青堤乡清泉村距离红江镇不过数公

里，这天，清泉村村民马真金像往常一样，去

红江镇赶集，购买生活用品。

上午 9 时，马真金行至涪江红江镇口岸

时，看见河岸边围着一大群人，大家七嘴八

舌地在谈论着什么，间或还传出一些呼救

声。这一反常情况也将马真金吸引了过去。

走进之后，马真金看见惊险一幕：在距离

岸边百余米处，湍急的江水中漂着三个人。

情况紧急，他来不及细想，脑海中只蹦出一

个念头：救人！

说时迟那时快，马真金立即跳入水中，翻

上岸边的一艘小船，撑着船就向三人驶去。

距离较近的是一位老年女性和一位中年

男人，二人趴在救生圈上大口喘着粗气，一

动不动。

马真金首先抓住老妪的手，试图将她拉

上来。但老妪早已浑身虚脱，使不上半点力

气，马真金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还险些翻

船。

要不，去搬救兵？不行！老妪的虚弱的

状态容不得半点耽搁！马真金心一横：翻船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双手架着老妪的腋下，

小船也倾斜得越来越厉害，就在江水快要没

过船沿的一瞬间，马真金使出了全身力，有

惊无险地将老妪拉了上来。

紧接着，马真金又救起中年男人，再顺江

而下，成功救起了第三位落水的老翁。此

时，马真金已经全身湿透。

原来，老妪和老翁是两夫妻，二人因为家

庭矛盾意图跳江自杀，中年男人前去救援结

果也落入了水中。时值汛期，如果不是马真

金及时救援，三人极有可能被湍急的江水吞

没。

“救人纯属本能反应，当时看到情形危

急，没想太多。”救起人后，马真金没有作过

多逗留，休息片刻后，就默默地离开了。

涉过凶猛洪水，解救被困村民

很快，马真金在危急时刻不顾个人安危，

身先救援的故事成为了当地的一段佳话。

因事发地在蓬溪县红江镇管辖范围，蓬溪县

红江镇党委政府和蓬溪县地方海事处给马

真金颁发了“见义勇为”荣誉证书。

马真金生于 1978 年，是青堤乡清泉村村

民委员会委员，也是该村培养的后备干部，

于 2017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家眼

中，他为人谦逊低调，性格温和，对村上事务

尽心尽责，深受村民的喜爱。这次在激流中

只身救援 3 人的故事传开后，更是受到大家

的一致称赞。

但鲜有人知的是，这并不是马真金第一

次下水救人。

清泉村位于涪江岸边，江对面便是沱牌

镇，在清泉村与沱牌镇的之间的涪江中心有

一座小岛名为小中坝。过去，清泉村村民的

耕地多在这座小岛上，马真金家也不例外。

因为需要上岛种地，马真金很小的时候

就练就了不错的水性和撑船技术。

2012 年夏天，一连的暴雨使得涪江水位

猛涨，小中坝上的庄稼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

影响。一位村民打算上岛去看看庄稼的情

况，然而由于洪水过猛，该村民驾驶的小舟

被湍急的江水掀翻。

该村民与洪水搏斗了好一阵子，才爬上

一块凸出洪水的高地。但这也仅仅只是获

得了暂时的安全，眼见洪水就要将这一小块

高地淹没。情急之下，该村民便给马真金打

电话求助。

马真金急忙冒雨跑出屋外，撑上自家的

小船，前去营救。洪水咆哮着，激起数米高

的浪花，让人不寒而栗。他亦步亦趋地向被

困村民驶去，好几次都差点被洪水打翻。

马真金赶到被困村民的身边时，其所站

的地方被洪水淹没得已不足一个簸箕大。

如果再晚一点，后果就不堪设想。

跳入冰冷江水，救起5位孩子

居住在清泉村的村民都知道，过去一段

时间，当地段的涪江有一个奇特的自然现

象。冬天枯水期时，每到上午，水位就会大

大降低，甚至不用撑船，即可步行上小中坝；

而到了下午，水位又会大幅回升。

2000 年的那年冬天，一天上午，沱牌镇的

几位小孩见水位很低，便踩着凸出的鹅卵

石，兴高采烈地上到小中坝玩耍。但到了下

午，孩子们准备回家时，才发现水位已经开

始慢慢回升。

5 位大胆的孩子决定涉水而过，胆小的

则站在岸边观望。但他们显然低估了水位

的深浅和江水的冲击力。很快，在湍急的江

水中，5 位孩子前进不是，后退也不是。不一

会儿，他们就被江水的冲击力扭在了一起，

随后被纷纷掀翻。

这惊险的一幕恰好被马真金看到，他急

忙撑着小船，以最快的速度向孩子们驶去。

甚至，来不及脱去身上厚厚的衣服，他就跳

入了冰冷刺骨的江水中。

“那种冷到彻骨的感觉，至今还记忆犹

新。”涪江暗流涌动，马真金几次想要接近孩

子们时，都被湍急的水流掀到一旁。

眼看孩子们在江中起伏，马真金心急如

焚，尽管自己感觉也体力不支，但他还是义

无反顾地朝落水者游去……最终，5 位孩子

全部获救。

“其中有一位孩子都昏迷了，救上岸后好

一会儿才醒过来。”随后，马真金又架着小

船，悉数将孩子们送回到了对岸的沱牌镇。

“这是出于一种本能吧，我水性又不错，

怎么可能见死不救？”马真金显得有些腼腆，

他的背后是汹涌澎湃的涪江。

7 月 8 日，在水流湍急的涪江上发生惊险一幕：一对老年夫妇掉入水
中，一撑船人前去救援也不幸落水。形势万分危急时，射洪县青堤乡清
泉村村民马真金撑上小舟，只身驶入湍急的流水之中救起 3 人。

一直以来，马真金都是一个热心人，在别人陷入危难之时总是挺身
而出。在过去的 20 年中，他已先后 3 次救起 9 位落水者……

马真金讲述救人经过

夏令营拓展活动

学习古法造纸

射洪村民马真金
2020年水中救年水中救99条人命条人命

◎讲述者：马真金 记录者：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