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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20多安全岛启用之初弃婴普遍激增

部部分分婴婴儿儿安安全全岛岛““明明开开暗暗关关””

民政部曾要求

每省设1-2个

2013年7月，民政部曾转发中国
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开展婴儿安全
岛试点工作方案的有关通知，要求
原则上每个省都要设立1-2个婴儿
安全岛，试点时间为2013年8月至
2014年12月底。

今年1月14日，由中国儿童福利
和收养中心举办的婴儿安全岛试点
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婴儿安全岛的
建设和推进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河北已在全省各设区市福利机
构全面铺开，天津、江苏、陕西、贵
州、福建、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已建
立婴儿安全岛试点，19个省 (自治
区、直辖市)正积极筹建，今年内将
陆续建设。 (综合)

河北石家庄(运营中)

2011年6月1日启用。成立
初期一度弃婴激增，后趋于平
缓。两年8个月接收弃婴220多
名。

江苏南京(运营中)

2013年12月10日启用，建
成3个月内接收弃婴159人，而
以往平均一年只接收160名弃
婴。

陕西西安(运营中)

2013年11月29日启用，之
后两个半月内接收了60多名婴
儿。

天津(运营中)

2014年1月1日启用。到2
月11日，接收弃婴15名。与往
年持平，未出现弃婴激增现
象。

浙江衢州(运营中)

2014年5月28日启用。开
放1 3天接收1 0余名弃婴，增
长速度超出当地相关部门的
预期。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运营中)

2013年4月启用。试点10个
月仅接收4名弃婴。

云南昆明(运营中)

2014年5月21日启用，不
到10日接收10名弃婴，超出当
地预估。

云南个旧(运营中)

2014年6月6日启用。

广东广州(暂停试点)

2014年1月28日启用，试点
48天接收262名弃婴。

福建厦门(暂停试点)

2014年初启用。短短3个
月接收弃婴120多名，是2013
年全年接收 55名弃婴的两倍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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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100余名弃婴！自济
南婴儿安全岛 6月 1日开放
后，接收弃婴数屡屡“爆棚”，
平均每天接收超过10人。

不过，放在全国来看，这
一情况并非首次出现。在全
国已经试点建起的20多家婴
儿安全岛中，大多数在建立
之初都出现过收治弃婴数激
增的情况。面对这一突发状
况，不同城市的婴儿安全岛
也出现了不同的结局，有的
坚持并平稳了下来，有的则
无奈暂停。

广州婴儿安全岛关闭后，民政
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詹成付曾在一次研讨会上对婴儿安
全岛的试点做出回应。他呼吁社会
宽容看待婴儿安全岛试点，指出安
全岛的设立利大于弊，安全岛设立
以后，弃婴的存活率提高了70%-
80%。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按照社会
治理规范，一地财政支持的福利院
原则上救助的是本地弃婴。而婴儿
安全岛接收的弃婴则来自多地。为
缓解福利院压力，省级甚至是国家
级的民政部门应该进行协调，在各
地市乃至省份之间对弃婴进行分
流。

詹成付也表示，民政部正在研
究对接收弃婴较多的福利院给予一
定资助，并将协调当地资源，对接收
弃婴较多的福利院予以分流，以减
轻其运行压力。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吴金彪 杜洪雷

见习记者 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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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仨月接收弃婴多地超百

10日晚上9点33分，一对身
材瘦弱、佩戴口罩的“90后”男女
来到济南婴儿安全岛门前。

“我们是从福建来的，走
了一路，去的两个婴儿安全岛
都关门了，在网上看到济南
有，就来了。”在劝解员的劝解
下，两人说孩子是一名两个月
大的女婴，患有先天性脑瘫，
家里无力支撑，考虑了很久，

“不舍得”，但最终还是决定把
孩子送到这里来。

据两人介绍，他们先后去
了厦门和广州的婴儿安全岛，
但都已经关门了。最后，他们
才不远千里赶到了济南。

经过劝解员一番劝解，这
对年轻爸妈依然没有改变初
衷，把孩子留下，离开了。

据报道，今年年初，厦门
开始试点婴儿安全岛，短短3
个月接收弃婴120多名，是去
年全年接收弃婴数的两倍多。

自2011年石家庄试点运
营全国第一个婴儿安全岛起，
全国各地已建起20多个婴儿
安全岛，其中的确有一些接收
弃婴数没有变化。比如，内蒙
古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于
2013年4月试点婴儿安全岛，
到2014年2月只接收了4名弃
婴。但大多数婴儿安全岛建立

后，弃婴数量都在短时间内出
现激增。

广州婴儿安全岛开放48
天接收了262名弃婴；2013年
11月29日投入使用的西安婴
儿安全岛3个多月接收了80多
名弃婴；跟广州基本同期试点
的南京婴儿安全岛，不到3个
月接收159名弃婴，相当于往
年一年的总数。

记者统计发现，济南婴儿
安全岛接收的100多名弃婴全
部患病，较多的是唐氏综合征
(先天愚型)、脑瘫、先心病患
儿。从全国其他试点城市的资
料看，也存在这一情况。

●

关停还是坚持是两难选择

数据显示，2011年石家庄
试点运营全国首家婴儿安全
岛时，短期内也出现了接收弃
婴数量激增的情况，但随后趋
于平缓，两年八个月共接收220
多人，跟往年相比增加趋势并
不明显。在开放之初，济南福利
院相关负责人也曾预测，济南
弃婴数量短期内会激增，后期
会跟石家庄一样趋于平缓。

结果会不会像预期的那
样，暂无定论，但眼下，如何应
对激增的弃婴，是摆在包括济
南、西安、南京等地婴儿安全
岛面前更为迫切的难题。

对此，广州选择的“出口”

是关停。3月16日，在开放48天
后，广州宣布“暂停婴儿安全
岛试点，总结经验，择期再
开”，至今尚无重开迹象。

4月初，厦门婴儿安全岛
也因弃婴过多，远超儿童福利
院承受能力，宣布暂时关闭。

广州婴儿安全岛关闭之
后，记者曾采访南京市社会福
利院院长朱洪。他表示，因为
弃婴数激增，他们也面临巨大
的压力。但南京缓解压力的做
法更为缓和，他们把接收的部
分弃婴转到了分院。不过，朱
洪并不排除南京婴儿安全岛
因超负荷而暂停试点的可能。

与此同时，山东临沂、河
南郑州等原本计划启动试点
的城市推迟了试点。

业内人士分析，婴儿安全
岛的设计初衷是为弃婴提供
庇护，避免他们受到二次伤
害，这代表着一种先进理念，
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
因此，各地试点多选在条件相
对成熟的城市。但由于安全岛
建立之初对弃婴者产生的吸
引力，弃婴数量会大量增加，
导致当地福利院不堪重负，不
得不“暂停试点”或处于“明开
暗关”的状态，呈现出一种“逆
淘汰”的态势。

济南日均接收弃婴数为何远超广州

截至11日上午，济南婴儿
安全岛已接收106名弃婴。平
均一天超10人的状态，几近广
州的两倍。一个二线城市，经
济发展水平不及北上广，何以
在这方面实现赶超？

理论上讲，山东是人口大
省，相比其他试点城市，济南
婴儿安全岛潜在的弃婴数量
必然也多。另一方面，随着婴
儿安全岛试点数量的增多，人
们对这个新生事物的认识也
在加深。相当多的人群，尤其
是家有重病患儿的人群，知道

了婴儿安全岛，却做了错误的
“解读”，把接收弃婴避免二次
伤害的安全岛误读成了接收
重病残患儿的机构。

在这几日跟弃婴者的交
流中，记者也发现，除了广州
和济南，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其他城市也有婴儿安全岛。

弃婴空前激增的济南婴
儿安全岛，会不会像广州一样
走向关门的命运呢？

11日，济南市民政局召开
新闻发布会，通报自6月12日
起，更改婴儿安全岛的开放时

间，由原来的24小时开放改为
白天开放、夜晚关闭。同时，对
弃婴进行身份登记，原则上只
接收本市户籍、1岁以下的婴
儿。大家关心的婴儿安全岛

“暂时关闭”的情况没有发生。
但也有市民质疑，绝大

多 数 弃 婴行为都发生在夜
间，其他城市的婴儿安全岛
也多选在夜晚开放、白天关
闭，为什么济南偏偏要选择
白天开放、夜晚关闭？“这跟
关门有什么区别？”市民倪先
生说。

11日下午，一名婴儿被送
进婴儿安全岛，家人跪着做最后
的告别。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全国素描
自2011年石家庄出现全国第一家婴儿安全岛起，全国先后建立了20多个。济南

婴儿安全岛并不孤独，其目前面临的问题和尴尬，同样曾出现在其他安全岛身上。
全国范围内的婴儿安全岛有弃有留，可以为济南婴儿安全岛的后期运营提供

参考。既然这是民政部倡导的新生事物，必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如何利用好婴儿安
全岛，不只是济南一地需要考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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