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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颖

　　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母亲安稳的怀抱。一
个纸箱，几块破布，一出生，他们大多就在啼哭
中被抛下，遗弃在医院、街头、巷尾的角落。
　　因出生缺陷，苦难收走了这群孤残孩子的
花季。他们有的双目失明，看不见一丝光亮；有
的肢体、智力障碍，要用数年的时间，才勉强学
会行走、穿衣、刷牙这些基本生活技能；有的患
有严重自闭症，以头撞墙，伤害自己却浑然
不觉。
　　在广东省茂名市社会福利中心，282 个在
院孤弃孩子，各有各的故事和伤痕。
　　李兰，是孩子们生活里的光，一听到她的声
音，孩子们便扬起笑脸，扯着嗓门撒娇，喊着“院
长妈妈”要“抱抱”、牵“手手”。
　　从 19 岁那年踏入福利院起，她发誓，要给
孩子们建一间医院，给孩子“一张干净的床”“一
个玩乐的空间”，让他们有尊严、体面地活着。
　　 25 年过去了，她用自己的花季，给孩子们
带来阳光和温情。约 4000 名孩子经她手，接
受治疗和康复训练，2000 余名孩子康复后被
成功送养，回归“家庭”。
　　在这里，孩子们看到了那束从人生裂缝中
照进来的光。

艰难的，坚定的

　　 1996 年夏天，回校办理就业推荐信的李
兰，恰好遇到茂名市社会福利院院长来卫校找
医生，谈到院里招不到医生、孩子们的艰难，老
院长竟忍不住哭了起来。李兰动了恻隐之心，
决定先去看看。
　　眼前的景象让她难受：几间平房破败不堪，
操场杂草丛生，低矮昏暗的房间内，四五个孩子
挤在一张床上，睁着大眼睛望着她。忽然，一个
四五岁的孩子走过来，抱着她的腿，奶声奶气地
叫了声“姐姐”。
　　那晚，一夜无眠。最终，李兰决定留下来。

“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爹疼妈爱。同样是孩子，他
们也该有人关心对吧？既然没人愿意干，那我
就干到有人来，再回去当医生。”
　　那年，听到李兰放弃市医院的工作机会要
去福利院，抽着烟的父亲，“啪”地将烟管摔在地
上，“去了你就别回来”。母亲在一旁哭着劝她
不要去，说福利院的活又脏又累，实在不适合一
个小姑娘。干久了，嫁人都是个难题。
　　李兰不是没纠结过。那时她才 19 岁，刚
从茂名市卫校毕业，因品学兼优，已经获得留在
市医院工作的机会。等待她的是体面的工作、
美好的前程。但福利院孩子绝望又期盼的眼
神，还是牵住了她的心。
　　若非亲身体验一番，不知福利院工作之难。
说是来当医生，但由于人手奇缺，往往是医生、
护理员、康复员一肩挑。平均一个工作人员照
看十几个残障孩子。从早上 6 点多，一直到晚
上 10 点多，隔几个小时要给孩子换尿布、喂
饭、把屎把尿。
　　“往往一天下来，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每天
都是重复性的工作。有时候我一边做一边哭，

孩子哭我自己也哭。累倒在床上，就想着明天
自己再也不要起来。可第二天孩子们一哭，又
要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但是李兰坚持下来了，“照顾一个孩子，观
察生命成长的过程。看到在自己细心照料下，
孩子慢慢长大，一天天好起来，又会觉得自己很
了不起。别人干不了的事，我能做，别人吃不了
的苦，我能吃，也会为自己自豪。”
　　她最不愿面对的还是孩子的离去。这里的
孩子几乎都有疾病，也更为脆弱。当年院里医
疗卫生条件差，死亡也是一件不得不面对的事。
　　 1998 年中秋的中午，一个 12 岁的小女孩
拉着李兰的手说：“姐姐，我想喝一瓶娃哈哈。”
当时福利院在市里有演出，李兰没太把小女孩
的话放在心上，“等你病好了，姐姐再给你买”。
可等李兰结束演出回到院里，才得知小女孩突
发呼吸困难，已经离开了。
　　这给李兰带来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愧
疚，也更让她明白这份工作肩负的责任。“一念
之差，可以救一个人，也可以失去一个人。我
害怕自己的一点不经心，就永远失去一个孩
子。”
　　从那时起，她决心留下来，并在心底为孩子
们做出三个承诺：一是建一间医院，招来医生护
士，更好地保障他们的生存权；二是为他们建一
个不用日晒雨淋的游乐场；三是让他们每个人
都能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床。

困苦的，甘甜的

　　“啊，啊，看……”教室内，强强倔强地把两
只小手紧紧握着，伸直在胸口。沿着手臂中线，
他艰难地、踉跄地抬着脚步，往前迈。走了不到
三步，摔倒了，他艰难地爬起来，稳了稳，又伸直

紧握的小手，向前迈步。终于走到李兰跟前，
他张开双臂，大笑着扑进“院长妈妈”的怀抱，
像是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挑战。
　　独立行走，对强强来说，确实是一件不容
易的事。个头才 1 米出头的他，实际上已经
9 岁了。4 岁那年，因患有重度脑瘫，他被送
进福利院。初来时，他不会翻身，也不会喝
奶，急了直接咬奶瓶，更别提行走。
　　福利院用了 6 年时间，教他翻身、迈腿、
拿牙刷，一个动作分解成十几个步骤，反复练
习。慢慢地，强强终于能自己站起来，走上
几步。
　　“强强这种情况，一段时间不练习，学到
的技能就可能退化，又得重新学习。”李兰告
诉记者。
　　福利院里目前在院的 282 个孩子，99%
是重病重残，其中 170 多个孩子是脑瘫，80
多个患有自闭症，还有不少是合并多重残疾。
无论这群孩子年龄多大，外表看上去如何，他
们的心智大多数都停留在了 0-3 岁。
　　“别看他们冲你憨憨地笑，生存对他们来
说，本身就是一件费尽了全部气力的事。”在
刺绣班，我们见到几个年纪稍长的女孩子，每
人抱着一幅发黄发旧的刺绣图在埋头穿针。
　　李兰说，这些孩子完成一幅作品的时间，
是以年为单位。这些刺绣图她们有的绣了好
几年。有的孩子抓握能力弱，要依靠顽强的
毅力，费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完成一个简单的
穿针动作。
　　在她看来，教会孩子穿衣、刷牙、走路、上
厕所，让他们生活能基本自理，就是给予他们
生存最基本的尊严。再根据孩子的实际情
况，教他们音乐、绘画、运动、刺绣，让他们闲
暇时间有事做，还能感受到自己的一点价值，

就是更好的事了。
　　和这群孩子待久了，李兰自己似乎变成
了“哲学家”。她常常想，在脆弱无常的生命
面前，健全的、聪慧的人们，是否应当珍惜感
恩当下拥有的幸福，去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
处于更弱势地位的人？
　　在福利院 25 年，脏活累活都干过，生离
死别也经历过，李兰已不是当初那个在夜晚
偷偷抹眼泪的小姑娘。如今她成了院里的主
心骨。院里 159 个工作人员，九成以上是女
性，还有不少是“90 后”。面对这群特殊的孩
子，年轻人的情绪终究还是会有波动，会躲进
房间哭。
　　“20 多岁的年轻人，哪个不是家里的宝
贝。有些人还没结婚，但已经干着当妈的活。
不心疼是假话。但在这个特殊的行业，我们
是这些孩子最后的庇护。”实在心里苦闷的年
轻人，李兰会带着在心理室发泄一下，或是绕
着操场聊上几句。
　　对孩子们的真心，也会换来回报，这是让
李兰欣慰的地方。孩子们智力不高，但谁对
他好，心里像块明镜一样。只要见到李兰出
现在教室门口，孩子们便“炸”开了锅，脸上的
笑容一下子荡漾开来。活泼的孩子会大声喊

“院长妈妈”；腼腆的则低着头，憨憨地向她
招手。
　　患有重度自闭症的纯纯，学会的第一个
词是“下班啦”。10 岁那年，他被派出所的警
察送到福利院，满脸血迹，伤痕累累，十分狂
躁。李兰从警察手里接过他，把他抱在怀里，
安抚他，任由他撕扯衣服、抓破皮肤。最终纯
纯在她怀里安静下来。此后，李兰成了他最
信任的人。无论她下班多晚，纯纯都要等到
她加完班，打声招呼，才去睡。加完班的李兰

见到他，都会招呼一句“下班啦”，久而久之，
纯纯也学会了这个词。
　　十几年前，李兰读到一句话：如果你超过
40 岁，还能够热泪盈眶，那么你是幸福的。
如今 45 岁的李兰，再细细品味这句话，才读
懂它的含义。“当你内心善良，热爱工作，热爱
生活，被人需要被人依赖，才明白什么是遵从
本心，活得热泪盈眶。”

不舍的，希望的

　　在广东，茂名并不算一个经济发达地区，
但如今的茂名市社会福利院，已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
　　几栋五六层高的楼房，半拱形地怀抱着
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操场。操场已不见当年杂
草丛生的景象，地面已水泥硬化，花坛修整得
漂亮，游乐设施一应俱全。
　　福利院内设了一间一级综合医院，有专
职的医生护士，还开设了特殊教育学校。教
室装修得现代漂亮，配有电脑等多媒体设施；
音乐课堂有钢琴、吉他、二胡等乐器；康复部
配备专门的针灸、理疗、保健设备。孩子们不
仅拥有自己单独的小床，还能几个人共享一
套房、一个家。
　　工作这么多年，最让李兰高兴的还是孩
子健康成长，“回归”家庭。她说，家庭的关爱
始终是最细致的。福利院孩子最好的归宿，
还是在达到康复标准后，回归家庭，回归社
会。25 年来，经她手治疗、照料过的孩子差
不多有 4000 个。其中，2000 多个孩子在达
到康复标准后，通过合法渠道，被社会人士和
家庭收养。
　　不可能没有不舍。在李兰哺乳期，曾喝
过她乳汁的早产极低体重双胞胎女童，在被
送养的时候，抱着她的大腿喊着“妈妈”，号啕
大哭，不愿离去。“她们哭，我也掉眼泪。毕竟
都是自己养大的孩子。但为了她们长远的发
展，再不舍，也要放手。”
　　李兰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政策好，才
有我发挥价值的空间。”她说，在这个行业 25
年，亲眼见证了我国社会福利事业保障体系越
来越完善。现在党和政府对孤残儿童的保障
是全方位的。每个孤残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
金每月有 1800 多元，孩子医保的投保费也是
政府出钱。如果遭遇重大疾病，民政部残疾孤
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还能为孩子们兜底。
　　随着优生优育、婚检产检的进一步推广，
以及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被遗弃到福利院
的孩子越来越少。“过去最多的时候，我们一
年要收 200 多个孩子。去年，我们仅收了 6
个。这是个可喜的变化。”
　　 2018 年，李兰当选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她深感责任更重了。“不仅要关注一家福利院
几百个孩子的发展，更要关注整个儿童福利机
构行业的发展。通过调研、履职，尽全力为保
障儿童，尤其是孤弃儿童的权益发声。”
  李兰说，她最希望的还是每个孩子都健
康聪慧，都是父母的宝贝。
      （文中强强、纯纯为化名）

她用了 25 年，成为四千孤弃儿童的“天使妈妈”

  广东茂名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李兰（左）
在跟院内儿童交流（4 月 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邓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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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背后，一位古画临摹师跨越血缘的母爱

1995 年冯忠莲与四个孩子合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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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9 日电（记者魏梦佳、
马晓冬）“收到你的信正是 3.8（三八节），我非
常高兴。知道你还惦记妈妈。近来妈妈对你的
照顾比较差，原因是工作太繁忙，因而身体不
支，就容易急躁，所以对你的照顾也就差了……
先给你寄 15 元。因为小爱来信也要钱买鞋买
衣服，小龙、小陈都要钱。其他 12.5 元饭费，过
些日子再给你寄去。”
　　再读这封半个多世纪前的家信，83 岁的陈
长年仍能感受到母亲的气息和温暖。这封新中
国古画临摹事业的开拓者、著名画家冯忠莲写给
长子陈长年的信，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
展出。信中，冯忠莲向儿子解释自己工作繁忙疏
于照顾家庭的原因，希望能得到孩子理解。
　　“我现临摹的是宋代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
图》，过于工细……长一丈六尺五，这是世界闻
名的作品，而且大家都在期望我能复制出来。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时间过紧。因此每天一
分钟都不停地在工作，实在感到疲倦……”
　　 20 世纪 50 年代，绘画造诣深厚的女画家
冯忠莲，为了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在艺术创作
的黄金期，选择了古书画临摹之路，从此默默无
闻工作数十年。
　　她一生中付诸心血最多的，便是成功临摹
了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但鲜有人
知晓，这幅艺术效果和古旧面貌几近乱真的作
品背后，不仅蕴藏着爱国深情，还有一段跨越血
缘的母爱。
　　冯忠莲自幼习画，师从中国现代国画大师
陈少梅，并与陈少梅结为伉俪，被誉为画坛“梅
莲并蒂”。从 1953 年起，她受聘经营文房四宝
的“老字号”店铺荣宝斋，开始古书画临摹工作。
　　纸绢易损，不易保存。许多珍奇古书画因

此在漫长岁月、历史更迭中损伤甚至消失。而
精湛的临摹技艺则可让古书画得以更好地保
存、流传，让后人得以一窥珍奇容颜。唐《虢国
夫人游春图》、宋《赵佶摹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
图》及《洛神赋图卷》、明仇英《白马如风疾图》等
国之瑰宝，都是经冯忠莲临摹后得以流传。
　　 20 世纪 60 年代初，冯忠莲接受了临摹

《清明上河图》的艰巨任务。她早出晚归，酷暑
严寒，风雨无阻，全力以赴。由于《清明上河图》
是国宝级文物，不能离开其收藏地故宫，她必须
每天到故宫内指定地点临摹。
　　尽管此前已成功临摹了多幅古画精品，但

要复原纷繁复杂、内容精细的《清明上河图》，
对冯忠莲来说依旧是严峻的考验。临摹工作
对笔力、耐力、专注力等都要求极高。由于工
作异常紧张，冯忠莲在家时间屈指可数。再
加上孩子们都上学住校，虽然同在北京，母子
交流却时常要靠书信。
　　工作与家庭的双重重压，让冯忠莲身心
俱疲。陈长年常忆起母亲当年的不易，“她那
时每天除了在故宫摹画，晚上还要参加单位
组织的学习，常常头晕、头疼、血压升高，还要
考虑我们兄妹四人的衣食冷暖，尽一个妈妈
的责任”。

　　“不是亲娘，胜似亲娘。”1954 年，陈少
梅因病骤然离世，留下了包括陈长年在内的
四个孩子，当时冯忠莲 36 岁。她没有再婚，
选择独自照顾家里老人和几个非亲生的孩
子。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她一人工资，经济上
捉襟见肘，但她仍一力支撑，从未言苦。
　　“临摹就非常费眼睛，晚上再一开会，有
些身体吃不消，不过我还能坚持，年岁老了，
是较以前差了。先寄去叁（三）元，发薪的那
个星期日你最好回来，买鞋、取饭费，有补的
衣服袜子也拿回来吧！”在写给陈长年的信
里，字里行间，充满着冯忠莲对孩子的爱。

　　“每当我星期天从学校回家，都要带一大
包需要洗补的衣服、袜子。那时又没有洗衣
机，只凭母亲那双价值连城的手操劳，就这
样，她在洗衣、做饭、缝补中间度过短短的周
末。”陈长年回忆。
　　 1980 年，摹本《清明上河图》终于大功
告成。近 20 年间，临摹工作曾一度被迫中
断，冯忠莲也患上高血压、眼疾等病症，但她
仍以巨大热情、惊人的技艺和毅力完成了临
摹任务。由于冯忠莲所绘摹本与原作极为相
似，也被故宫作为文物珍藏。而她也成为目
前唯一一位对照《清明上河图》原本真迹进行
临摹的画家。
　　“以母亲的艺术功底，她完全可以自己创
作，名利双收。但为了古画临摹事业，她甘当
无名英雄，默默无闻，义无反顾。”对于母亲的
选择，陈长年由衷感佩，“母亲曾说，文物保护
是造福子孙的事业，她能用画笔奉献一份力
量，把古画精品临摹下来、传承下去，这是无
比光荣的责任，她觉得心里很踏实，没有虚度
此生”。
　　“母亲把事业做到了极致，对国家、对事
业的责任心极强，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
一生。”陈长年说。多年来，他在机械科学领
域勤恳工作，曾参加多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的评审和验收，以及百余个装备的国际招标
项目评审工作。
　　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
看来，冯忠莲书信中，蕴藏着母子深情、优良
家风，也体现了老一辈艺术家对中国传统绘
画艺术保护和传承精神。“今天，我们仍要学
习他们淡泊名利、执着奉献的精神，踏踏实实
做好我们的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