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渐冻人”

龚勋惠借用头

控仪上网 ，她

用眼睛“打字”

与人交流

2003年，龚勋惠患上“运动神经元病”，

全身只有头部能微微摆动，成为“渐冻人”。

患病11年后，她用眼睛打字写自传，记录下

自己与病魔抗争的经历；她组建“渐冻人”

QQ群与病友交流， 帮助生活困难的病友渡

过难关。

在大家帮助她的时候，她也用自己的方

式，在帮助更多的人。

身体渐渐冻住 用眼睛“打字”交流

对于龚勋惠来说，生命已经“渐冻”，现

在，她全身瘫痪，不能言语，除了头部能微微

摆动外，她全身都无法动弹。

2003年8月，华西医院诊断她患有“运动

神经元病”。“渐冻症”发作迅速，2006年，龚

勋惠的四肢逐渐被冻住， 她坐上了轮椅，生

活完全不能自理。

龚勋惠的丈夫杨存瑞说，患病后，妻子

仍然保持乐观的心态， 仍然做她的家庭主

妇，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做主家里的大小

事。2012年9月，家人为龚勋惠购置了一套渐

冻人专用的“全能眼”视控看护系统，通过

人脸识别，捕捉眼球运动（视线焦点）来代

替鼠标操作电脑， 屏幕上有键盘的所有功

能，操作者可进行选择。通过这套系统，龚勋

惠用眼睛“打字”与人交流。

4月4日，她见到记者，用拼音输入法在

电脑上打出“你们好”，并通过电脑的语音

系统发音，简单的3个字，她用了30多秒。

鼓励病友 她要“写”20万字自传

去年5月24日，龚勋惠建立了QQ群“中

华渐冻人之家”，她是群主“龚阿姨”，目前，

她管理着“中华融化渐冻人联合会”“北京

渐冻人交流” 等4个群共2000多名病人或家

属。因为是群主，病龄11年，以前当过医生，

很多病友和家属都喜欢问她问题。有时正吃

饭，屏幕弹出QQ，她停下吃饭，立即和病友

交流，她的饭菜常常会冷了再热。

除了精神安慰、讲解医学知识外，龚勋

惠还自掏腰包，帮助群里的困难病友。家里

保存的32张快递单和QQ聊天记录显示，她

给乐山病友“风轻云淡”买过坐便椅，电暖

鞋、蜂蜜、腊肉、零食；山东病友“心如海”去

世后，她跟“心如海”的老婆聊过几次，给她

寄了家里的腊肉；给安徽病友“下站幸福”

邮寄了1200元现金，20斤腊肉香肠。

今年春节，龚勋惠告诉丈夫，她准备用

眼睛打字的方式，写一部自传。根据初步规

划，这部自传约为20万字。用眼睛“写作”，

效率不高，每天早上8点一直写到晚上11点，

尽管有时写到凌晨一两点，每天最多也只能

打3000字。 目前， 这部自传已经写了约4万

字。白天电脑看久了，晚上眼睛总是流眼泪。

龚勋惠说，她写书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

自己与病魔抗争的经历， 鼓励其他 “渐冻

人”不要放弃生命的希望，保持良好的心态，

和病魔抗争到底。另一方面，她也希望通过

写书，让更多人了解到“渐冻人”这一群体。

如果你像他们那样每天看着自己滑向无法抗拒的死亡，

你会怎样？

在中国，有

20

万“渐冻人”，实际上可能更多。

得病的人肌肉逐渐萎缩和无力，以致瘫痪，如同被冰雪

冻住。但这个过程不是迅速的，而是身体一部分一部分地萎

缩和无力，今天是腿，明天是手臂，连控制眼球转动的微小肌

肉也不例外，最终等待他们的是呼吸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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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综保区和泸州港

实现“区港联动”

区港两地通关仅需一次申报

还可24小时预约通关

昨日， 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双流园

区与泸州临港产业物流园区签署“区港

联动”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重点在物流

合作、构筑区港快速通关机制、促进产业

联动三大方面开展密切合作。据了解，今

后双流综保区企业的货物可实现区港两

地通关、绿色通道无障碍，一次申报、一

次查验、一次放行。此外，还可在泸州港

享受到优先装卸、免费堆存，24小时预约

通关，往返两地的集装箱车辆经“成自泸

高速公路”减免通行费等优惠政策。

据悉，双方通过战略合作，以综保区

的政策优势、产业优势为支撑，以泸州港

低成本物流通道为依托，通过政策支持、

协同运作等手段， 开展 “区港联动”合

作，构建双流综保区———泸州港低成本、

高效率的物流大通道。

今后，双流综保区的企业可以利用双

方便捷的交通条件和物流优势， 享受更多

的优惠政策，降低物流成本，实现航空物流

与港口物流的无缝对接。通过海关、商检现

有快速通关模式以及即将实施的“全域

通”通关模式，实现区港两地通关、绿色通

道无障碍，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区港联动合作后，企业仅需一次申报，大

大提升了通关效率， 为企业节约了时间成

本。”双流综保区相关负责人说。

据泸州临港产业物流园区管委会负

责人介绍， 今后双流综保区企业的货物

在泸州港可以享受到优先装卸、 免费堆

存，24小时预约通关，往返两地的集装箱

车辆经“成自泸高速公路”减免通行费

等优惠政策。

曾毅 李元 成都商报记者

人社厅提供关键证据

女职工一审胜诉

人到50岁，去年，泸州市民李琳接到

单位通知，不用前来上班，可以退休了！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管理、技术岗位女

职工年满55周岁才能退休， 我今年才50

岁， 按国家法律规定还必须工作5年。现

在‘被退休’， 非法剥夺了我的劳动权

利。”为此，李琳一纸诉状，将中石油下

属的西南油气田公司川南公共事务管理

中心（下称川南公管中心）推上被告席

（成都商报此前曾报道）。

为进一步查明真相，江阳区法院向四

川省人社厅申请证据调取。四川省人社厅

以回函的方式对此做出回应。 人社厅表

示，2012年8月， 根据李琳单位报送的材

料，省人社厅社保局初审认定李琳退休时

间为2013年8月。 并要求李琳单位对这一

结果进行公示。2013年6月， 由于岗位问

题，李琳没有签字，公示未通过。不过，由

于李琳当时未提供新的证明材料，省人社

厅下发退休条件审定通知书，并认定李琳

为生产、经营、服务岗位，退休时间为2013

年8月。该通知下发后，李琳补充了新的证

据材料，最终省人社厅再次发函，撤销对

李琳退休条件审定的行政行为。

江阳区人民法院对这起 “被退休”

案件作出判决。 凭省人社厅提供的上述

证据，李琳一审胜诉。川南公管中心被要

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川南公管中心现

已提起上诉。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公务员考试多人信息遭抢注

都被报考“达州市投促局”

昨日，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学生

小霞（化名）反映，该校英语专业大四某

班20多名学生，在参加4月2日开始报名的

公务员考试中，身份信息都已经被抢注，

且全部报考的“达州市投资促进局”。记

者从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获悉，4名

学生已经报案，警方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二三十人发现信息被抢注

4月2日，2014上半年四川公务员招考

开始报名， 截止时间为4月7日上午8点。4

月3日晚，小霞登录四川省人事考试网，输

入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准备注册时，

系统却显示她的身份证号已经被别人注

册了。“这是我第一次报名， 以前从未注

册过。”昨日，小霞说，随后，她通过人事

考试网的工作人员找到了登录密码，“进

入信息页面后， 我发现我已经被报名了，

报考的是‘达州市投资促进局’，但是，除

了姓名、身份证号码、学校、学历等信息一

致外，照片、父母名字等都是假的。”

小霞在班级的qq群里抱怨了这件

事，接着，“有二三十个同学说自己的身

份证号也被别人注册了，都无法报名。”

小霞说，大家发现之前无法登录的账号，

输入“123456”这个密码都能进去，且所

有被注册的同学，都“被报考”了同一家

单位———达州市投资促进局。

4人报案 绵阳警方正在进行调查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在四川人

事考试网上获悉， 达州市投资促进局招

聘科员2人，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汉语

言文学和文秘专业。

昨晚， 达州市委组织部一名工作人员

表示，资格初审是电脑审核，只要姓名、身

份证号码正确， 以及必备的学历等正确，

初审会通过。“这应该不是资格审核的问

题，这就像是盗取他人的房产证、身份证

等，也可以贷款一样。”该工作人员表示，

考生考试时，须出示身份证、准考证等，只

要上面照片等信息不一致， 不能参加考

试。如果有人发现身份信息被盗用，请立

即报警。 现在也可以和达州市人社局联

系，查询具体情况。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雨后天晴， 两名十四五岁的少女手牵着

手从瀑布下面的桥墩上走过， 这本是一幅美

好的画面。不料，悲剧却发生了：因前两天下

雨致河水猛涨， 两名少女在行至河中间的石

墩上时，不慎双双跌入河中，被水流冲走。

4月6日， 这伤心的一幕发生在广安红色

文化影视城景区。经过多天打捞，两女孩尸体

于昨前两天相继被打捞上岸。目前，当地政府

正在处理善后事宜。

结伴出游 两女孩一夜未归

4月6日， 清明节假期第二天， 下午4点左

右，家住广安城北的小曼在自家楼下学骑自行

车时，遇到好友小文。随后，小曼回家跟妈妈说

要和小文出去玩。当晚9点左右，小曼没回家，

王琴以为女儿在同学家吃饭。晚上10点，小曼

仍未归家，王琴以为女儿可能在同学家住宿。

小文和小曼出去游玩时， 曾写了一张纸

条告知父母。小文父亲黎先生说，小文是家里

的幺女， 当晚黎家就到处寻找， 但一直没消

息，“虽然两个女孩关系很好，但我们两方家

长并不熟悉，也没有联系方式”。

直到第二天早上， 仍没见到女儿身影的

王琴急了， 赶紧通过班主任得到小文家的电

话，方才得知两个女孩失踪的消息。

7日上午，在广安城区通往小平故居的绿

色长廊与前往红色文化影视城的道路交叉口

附近， 小曼家人发现了路边停放的蓝色小轮

自行车。小曼的姐姐小雅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两家人打听才得知前一天下午， 有两名女孩

掉入万春桥瀑布下面的西溪河。

手牵手坠河 几分钟后不见身影

昨天上午， 红色文化影视城景区的清洁

工刘吕秀（音）告诉成都商报记者，4月6日下

午6点左右， 她正在万春桥瀑布附近捡垃圾，

突然看到，瀑布下方的西溪河中，两名女孩手

牵手走在河中间的石墩上时， 突然落水了，

“石墩是影视城去年为了拍戏建的， 之后就

有很多游客经常通过石墩过河”。

“因为前两天在下雨，所以河水很大，当

时水把中间的部分石墩都淹没了。” 刘吕秀

赶紧跑到附近喊人救命， 几分钟后和一名景

区保安返回岸边时，已看不到两女孩身影，随

后有人打电话报警。

下午6点42分，广安市消防支队协兴中队接

到报警称，万春桥瀑布下有两名女子落水。几分

钟后，7名消防官兵带着救援设备赶到现场。

“当时水流很大，站在事发地附近，能感

觉到从瀑布上方泻下来的水流像一阵风一

样，随时可以把人吹倒。”一名参与现场救援

的消防官兵说，由于水流湍急、浑浊，加之当

时天色已暗，救援人员只好沿着河道搜救，一

直持续到晚上12点， 也没发现两名落水女孩

的身影。

第二天， 消防官兵在落水点附近下水搜

救，发现附近是一个10来米深的深潭。一直到

第三天，当地政府请来“蛙人”下水搜救，但

都未找到两名失踪女孩。

据小曼和小文的家人介绍， 小曼和小文

都是广安二中的学生，小曼上初一，小文上初

二，两女孩的关系一直很好，都是家人眼中的

乖乖女，学习成绩也不错。

4月9日，小曼和小文落水失踪第四天，下

午5点左右， 小文尸体被消防官兵打捞上岸。

“因为之前一直没找到尸体， 还有人猜测说

她们可能自己起来了，怕家人责骂，就跑到其

他地方玩去了。”9日晚9点半，小雅望着静静

的河面，开始抽泣。昨日上午11点左右，小曼

的尸体被打捞上岸。

两少女牵手过河 河水猛涨落水身亡

事发广安，因下雨瀑布水流增大河水猛涨 当地政府正在处理善后事宜

记者重走落水路段

景区正在建设中

不允许游客参观

昨天，成都商报记者前往事发地，只见河

中间立着数个过河的石墩。10多米远的地方，

就是25米高的万春桥瀑布，比事发当天，水流

减小，水位大幅下降。仍不时有游客从两女孩

落水的石墩上经过。“这段河道下面很复杂，

下面有很多深水潭，遇到涨水，我们都不敢从

石墩上过。”景区内的居民老陈叹息说。

昨天，成都商报记者重走小曼、小文落水

的路段，发现路边多处张贴有“水深危险”字

样的警示牌。 负责景区安全巡逻的保安组组

长赵志清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景区目前正

在建设中，并未允许游客前来参观，但很多游

客就是不听劝阻， 我们也在很多地方张贴了

警示标志。”昨日，协兴园区公安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协兴园区相

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目前主要是由

政府出面安抚家属，并积极善后。

李文华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王超

质疑“被退休”

职工状告中石油 追踪

唯一观众 一个剧场 接力一年

用爱融化“渐冻人”渐冻的心

站在客厅里，82岁的张大宽亮开嗓子开唱：“咱们新疆好风光……”在歌声的“伴奏”下，宏济路社区党委书记杨智

慧摆动身体，跳起了新疆舞，两名社区工作人员打着拍子。他们的观众只有一个———61岁的“渐冻人”龚勋惠。

4月9日，这一幕在龚勋惠的家中上演。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这场只有“一个观众的剧场”多次上演，演员们从12

岁的小学生，到82岁的老大爷，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渐冻人”龚勋惠开心。

当潮汐带走最

后一粒沙子， 人们

偶尔会想起， 那里

曾有过一堆沙 。如

果海水将我淹没已

是 无 法 改 变 的 事

实， 那我也要尽一

颗沙子的力量 ，在

柔软的沙滩上 ，刻

下 一 道 轻 微 的 痕

迹，就像流星，就像

烟火， 生命曾经存

在过，绚烂过。

———“渐冻人”张红

这是一个只有一个观众的剧场， 舞台就是并不宽敞的

客厅。没有聚光灯，也没有音响设备，两名演员，一人唱，一

人跳。他们的表演并不专业，但却让唯一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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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冻人”龚勋惠开心地大笑起来。她用眼睛在电脑上打出

四个字：谢谢你们。

接力的表演 唯一的观众

4月9日10点30分，杨智慧、张大宽以及

两名社区工作人员来到龚勋惠的家，“我们

又来了”，杨智慧笑着说。

龚勋惠坐在沙发上，全身只有头部能微

微摆动，看见有人上门，她的脸上浮现出笑

容。她用眼睛在电脑上打出“欢迎你们”，并

通过电脑上的语音系统将这些字念出来。

杨智慧一行人，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龚

勋惠的家中，他们希望通过表演节目、拉家

常的方式，让龚勋惠开心起来。

在聊了一会天后， 节目表演正式开始。

82岁的社区居民张大宽站在沙发边上，亮开

嗓子唱起来：“咱们新疆好风光……” 伴着

歌声，杨智慧旋转起舞，跳起了新疆舞，两名

社区工作人员在一旁打着拍子。“我们会什

么就表演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让她开心。”杨

智慧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形式，多与她进

行交流。”

○剧场只有一个观众，客厅就是舞台

事实上，这个“一个观众的剧场”，已经

存在一年多了。一年多来，多名志愿者上门，

为龚勋惠表演节目。

12岁的小宁（化名） 曾经在这个 “剧

场”为龚勋惠表演过小提琴。小宁的父亲是

莲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他从父亲口中得知

此事后，希望能见见这位坚强的婆婆。去年

寒假，小宁为龚勋惠拉了《金色炉台》和《梁

祝》。表演完后，龚勋惠非常开心。这场表演

也让小宁了解到“渐冻人”以及这个群体。

“娃娃回到学校，给同学说了这件事，有很多

同学表示想为龚婆婆表演。”小宁的父亲说。

一个多星期前，志愿者小王和小袁来到

龚勋惠的家中， 为其演唱了二重唱版本的

《真心英雄》。“之所以选择这首歌， 是觉得

符合她的特质。她本身处境艰难，却还帮助

了那么多人，确实是真心英雄。”小王说。

接力还在延续。对口联系宏济路社区的

锦江区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也加入进来。不

但走进龚勋惠家中陪她聊天、说话，还积极

寻找各种社会资源，希望帮龚勋惠实现梦想

而添把力。

○一年来，已有多名志愿者“上台”表演

4月9日上午，在社区志愿者为龚勋惠表

演完节目后，她高兴得合不拢嘴。她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他们跳得非常好。

“渐冻人”，学名运动神经元病，又叫肌

萎缩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

rosis，简称ALS)，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五大绝

症之一，与癌症和艾滋病齐名。《时间简史》

的作者、 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就是一

名“渐冻人”。患者起病3年后50％会死亡，5

年后90％会死亡。他们又被称为“清醒的植

物人”“活着的木乃伊”，神志清醒地逼视自

己逐渐死亡。

龚勋惠说，“渐冻人” 非常渴望像正常

人一样，与他人沟通交流。“但是大多数‘渐

冻人’在一年后说话就不清楚了，只是用手

机和电脑进行交流，手也会逐渐无力，慢慢

地，与人交流就断了。”锦江区莲新街道办联

合成都商报今起开通热线电话86613333-1，

如果你有任何特长，愿意加入“一个观众的

剧场”， 为这类特殊人群打开一扇与外界交

流的窗口，请拨打这个电话，为他们带来渴

望已久的欢乐。

○如果你愿意，来为“渐冻人”带来快乐

志愿者到“渐冻人”龚勋惠家里为她表演节目，为她解闷

拨打86613333-1

加入“剧场”

锦江区莲新街道办宏

济路社区书记杨智慧说，

目前， 社区正在与社工组

织、学校联系，争取发展更

多的志愿者，加入到“一

个观众的剧场” 中来，为

有交流障碍的人群带去心

灵的温暖。

为此， 锦江区莲新街

道办联合成都商报今起开

通 热 线 电 话

86613333-1， 如果你有

任何特长，愿意加入“一

个观众的剧场”， 为这类

特殊人群打开一扇与外界

交流的窗口， 请拨打这个

电话， 为他们带来渴望已

久的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