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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需要
已筹数额

150000元
1000元
149000元

还需
捐款人名单 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72个小时

还有

商报发起72小时筹款 帮助10名成都渐冻人
目前，“冰桶挑战”的慈善筹款活动
风靡全球。“冰桶挑战”全称为“ALS冰
桶 挑 战 赛 ”（ALS Ice Bucket Challenge）， 由美国棒球运动员Peter Frates
发起， 旨在帮助那些患有 “渐冻人症”
（ALS）的群体。
活动开始后，从IT大佬、体育明星、
影视大腕乃至政界人士， 都参与到了挑
战之中， 马克·扎克伯格挑战了比尔盖
茨，盖茨又挑战“钢铁侠”马斯克……
三天前这项活动传到中国， 众多明
星大腕纷纷响应，参与到“冰桶挑战”的
慈善之中。

被点名
张靓颖王铮亮加入

冰桶风靡全球 成都人迎战
“冰桶挑战”的参与者需要被冰水
浇遍全身，然后通过社交网络“@”其他
个人或团体接力。按照活动规则，被点名
者需要在24小时内接受挑战， 或者选择
为“渐冻人”捐助资金。
在成都也有这样一群热心人， 昨日
中午， 市政务服务中心——
—@成都服务
就作为政府机构， 率先在成都浇下了第
一桶冰水，并由7名参与者捐助了一千元
的爱心经费， 号召全成都人行动起来为
渐冻人尽一份力。
昨天，成都妹子张靓颖、歌手王铮亮
也为呼吁帮助渐冻人，在本报的号召下，
给自己倒了一身冰水，体验被“冻住”的
痛苦。

帮助渐冻人 这个城市有责任
“渐冻人”是世界卫生组织开列的
五大绝症之一。据了解，目前整个西南地
区在川大华西医院备案的渐冻人有近
1600名， 其中成都至少有数十名渐冻人
患者。
据川大华西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
神经病学博士生导师商慧芳教授介绍，
渐冻患者到后期主要面临两大难题，一
是呼吸困难、二则是进食不易，这也是这
一群体致死的主要原因。同时，经过长年
的治疗，部分人难以负担医疗费用。
如果能够给他们捐赠一台呼吸机、
提供一场免费的胃造瘘手术， 就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延长他们的生命。

筹集15万 帮他们做手术
为此，本报特地发起“暖冰行动”，
延缓渐冻人被冰冻的脚步。 本报呼吁广
大成都人都行动起来， 全城都参与到挑
战冰桶的行动中来，关爱罕见病群体。
目前， 多个政府部门和名人已经积
极参与到“暖冰行动”，大家将为成都最
严重的10名渐冻人患者分别筹集一台手
术（约5000元）、一台呼吸机（约1万元）
的费用。同时，已经联合成都市慈善总会
建立了“渐冻人”专项捐款通道，筹齐之
后， 将把款项交到由华西医院提供的10
名最需要帮助的渐冻人手中。
成都商报记者 刘文藻

“暖冰行动”
咋捐款

张靓颖

成都政务服务中心官方微博的七位编辑参与挑战冰桶

市政务服务中心倒下第一“冰桶”
成都商报昨受邀一同见证 成华区城管局今天将挑战冰桶

户 名：成都市慈善总会（捐款时请注明
“定向：渐冻人”或者“暖冰行动”）
开户行：成都银行金河支行
账 号：24012012218859100019

成都市慈善总会
捐赠地址：成都市百花西路5号（百花中
心站、百花潭公园附近）
热线电话：87030103 87030102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你们不是点了我的名，还有我的‘男
神’李伯清嘛，我肯定要接招啊！”昨日正
准备前往加拿大担任电影节评委的张靓颖
笑着对成都商报记者说。原来，本报发起的
为渐冻人筹手术款的冰桶挑战活动， 此前
向成都妹子张靓颖发出了邀请。随后，张靓
颖又点了王铮亮的名， 让打网球受伤的王
铮亮不得不拄着拐杖来挑战“冰桶”。
“在泳池旁边方便，而且不浪费水。”
视频中的张靓颖衣着朴素，“演出结束还
没来得及卸妆就开始挑战了。”甚至，张靓
颖在挑战时都没来得及拍照，只有视频。
昨日下午，被张靓颖点名的王铮亮，拄
着拐杖也参与了挑战。 而他也点名了2007
快乐男声、 天天兄弟以及平时在一起的明
星足球队继续进行“冰桶挑战”。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陈椰琳

“成都服务，冰桶挑战，关爱渐冻人，
一二三，倒！”随着一声令下，7名20多岁
的姑娘提着7桶冰水，结结实实地从7名年
轻小伙头顶浇落， 随着冰水的倾泻而下，
一瞬间7名小伙便被淋成了落汤鸡。
这是昨日中午出现在成都政务服务
中心门前的一幕。作为政府机构，成都政
务服务中心昨日倒下了第一桶冰水，并邀
请本报一同见证。同时，成都政务服务中
心还点名成华区城管局参加挑战， 目前，
成华区城管局已欣然接招，并表示将在今
天“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挑战冰桶。”

参与者：5℃冰水从头浇落
昨日中午12点30分， 记者在成都政
务服务中心门前看到，穿着“@成都服务
给力”（政务服务中心官方微博）字样文
化衫的7名参与者，一字排开。他们的面
前是7名提着“冰桶”的姑娘，桶里装有
满满的冰水， 水面上还有不少未化去的
冰坨。“刚用温度计测量过， 只有5摄氏

度。”参与者杨坤说，当满满一桶冰水从
天而降，浇到自己身上时，瞬间感觉到头
皮一惊，从颈到腰，整个脊梁都感觉到一
阵寒气，冰得人直哆嗦，就连牙齿也禁不
住打颤。
“我一下就感觉到自己被冻住了一
样，感觉四肢都有点不听使唤。”杨坤说，
自己是@成都服务的一位编辑，参与这次
活动的都是自己的同事，搞这个活动最先
由同事吕纪元提出， 后来大家商议后，决
定以官方的名义进行，目的就是为了扩大
影响力， 让更多的人关注渐冻人。“我们
希望成都人都行动起来，为渐冻人献一份
爱心，一起助力罕见病群体。”

提议者：政府机构有影响力
在现场， 刚被冰水通体浇透的吕纪
元，一面整理自己被浸湿的衣服，一面收
拾着挑战行动中的道具。作为这次“冰桶
挑战”的提议者，他感触良多。“要不是
有了这个活动， 我还不知道有渐冻人这

种疾病。”
“这个活动一下子就风靡全球，许多
名人都参与了，为关爱、帮扶渐冻人尽一
份力。”吕纪元说，冰桶挑战的接力棒已
经传到了中国，雷军、李冰冰、黄晓明、张
靓颖等名人都已经参与到活动中。“我就
在想，作为政府机构应该参与进来，利用
影响力，让更多的人关爱渐冻人这一特殊
群体。”
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响应。成
都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透露，最初想
以虚拟形象的方式进行浇水，后来大家商
议还是决定全部亲身体验，更具有说服力
和传播率，这样更利于人们对渐冻人的了
解与关注。
这位负责人说，在完成第一桶冰水的
挑战后， 他们点了成华区城管局的名。按
照活动规则，被点名者要么在24小时内接
受挑战，要么选择为“渐冻人”捐助资金。
目前，成华区城管局已经欣然接招，将在
今天挑战冰桶。
成都商报记者 刘文藻 摄影记者 张士博

国家卫计委
率先加入“冰桶挑战”
昨日，央视主播张泉灵在微博上贴
出完成“冰桶挑战”的照片和视频，并
点名国家卫计委接受挑战。1小时后，国
家卫计委用捐款的方式应战，成为第一
个加入“冰桶挑战”的国家部委。
昨日下午3点02分，张泉灵发布微
博称：“我已完成冰桶挑战！同时也会
为罕见病中心@瓷娃娃捐款。 为罕见
病，‘冻’起来！”，并附上挑战视频。
挑战成功后，她点名挑战国家卫计委。
下午4点06分，国家卫计委官方微
博@健康中国发布微博称， 国家卫生
计生委宣传司司长、 新闻发言人毛群
安个人向罕见病中心@瓷娃娃捐款。
但该微博未透露捐款金额。自此，国家
卫计委成为第一个加入 “冰桶挑战”
的国家部委。随后，北京瓷娃娃罕见病
关爱中心在微博上向国家卫计委表示
据新华网 东方早报
了感谢。

截至目前川大华西医院已搜集到近1600名四川渐冻人患者的档案资料，年龄
最小的才十多岁，患者中男性要多于女性，比例在1.3:1左右。而大部分患者处于四
五十岁、上有老下有小的尴尬年龄，一旦患病负担会非常重。

冰桶挑战背后 你所不知的渐冻人群体

市慈善总会成立专项捐款账号
成都商报记者从省市两级慈善总会
了解到，渐冻人群体确属罕见，平常没有
人为这个群体捐款，他们并没有设立专
门的基金项目。昨日，听说成都商报在发
起“暖冰行动”，呼吁全社会关注渐冻人
群体，为他们募集善款，成都市慈善总会
愿意联手，一道来推动这项慈善活动。为
此，成都市慈善总会还设立了专项捐款
账号，未来好心人们想给渐冻人群体捐
款，就有了一个正式的渠道和途径。如果
市民愿意参加成都商报“暖冰行动”，愿
意向渐冻人群体伸出援助之手，可以通
过以下方式捐款。

王铮亮

看着自己的身体，一步步衰亡，一个
个器官逐渐失去功能，而思维、记忆、感觉
却清晰无比，无法逃离，只能等待死亡的
降临，这就是“渐冻人”的经历与感受。当
“渐冻人” 这个疾病走进他们的生活时，
一切都变了，更多时是他们对于生活的苍
白与无力，患者在发病3年后50%会死亡，
5年后这一数据更会攀升至90%。
眼睁睁看着家人为他们心力交瘁，看
着家中经济只为维持病情而消耗殆尽，疾
病犹如深渊一般， 吸食着所有与 “渐冻
人”相关的个体。

打出一行字， 并用语音播放出来。“1500元
的国产药每月两盒，还是打折下来的。”杨
存瑞说， 如果买进口的药效果会更好，但
每月就要达到15000多元，“消费不起。”

博士后渐冻人：不敢公布病情

12年渐冻人 “因病致贫”
杨存瑞与龚勋惠只是一个“渐冻人”
家庭的缩影，因为龚勋惠的自强，他们是
相对幸福的。更多的人不能坚持到龚勋惠
这一步， 杨存瑞告诉成都商报记者，2012
年，在“世界渐冻日”活动上，他曾经留有
十多个渐冻人患者家属及个人的电话，
“到现在，基本都联系不上了，可能都已
经不在人世了。”
龚勋惠今年61岁，“渐冻人” 这个名
字已经跟随她12年了，从右腿麻痹到走路
摔跤，从扶着助步器走路，到寸步难行，无
法讲话，只经历短短三年时间。现在，龚勋
惠每天就坐在电脑前，用一套渐冻人专用
的“全能眼”视控看护系统，熟练地操作

“渐冻人”龚勋惠用“全能眼”打字上网

着电脑，在QQ群与病友聊天，这里才是属
于她的真正精神乐园。
因为龚勋惠的坚强，她的生命在延续
奇迹，不仅如此，她还在创造着自己的价
值，管理着“中华融化渐冻人联合会”等4
个QQ群，她通过网络和病友交流，鼓励他
们积极面对生活，还常常自掏腰包资助困
难的病友。目前她已成为8月“中国好人
榜”候选人。
杨存瑞与龚勋惠夫妻两人本来都是
岷山饭店的员工，后来龚勋惠回家自己开

了一个干洗店， 铺面也是他们自己的，杨
存瑞一直从事财务工作， 在当时来说，夫
妻二人的生活比较优越。
但随着2002年下半年，渐冻人症的降
临，他们的生活就被改变了。为了寻求救治
的一点希望，石家庄、北京等地都留下了夫
妻二人的足迹，“期间卖掉了铺面和原来的
房子。”杨存瑞说，到2008年左右就没有再
外出治疗了，但前后花了50多万元，现在家
里的房子还有20多万元贷款没有还完。
“我们是因病致贫。”坐在电脑前的龚勋惠

2010年成都商报曾报道36岁的化学
博士后张斌（化名），是四川渐冻症患者
中学历最高的一位，对于媒体的采访，张
斌多少有些顾虑， 因为他的家人和朋友
至今对渐冻人症并不了解， 有人甚至还
以为他只是普通的中风。此外，张斌还在
上班，他很担心自己会被解聘。一位外省
某所大学的教授， 得了渐冻人症后就被
校方解聘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张
斌还是没办法接受周围人异样的眼光。
痛苦、挣扎，“我的女儿3岁，已经会逗大
人玩了，叫爸爸的时候小嘴特甜。我多么
想看着她，一天一天地长大……”张斌曾
如是说。
2012年5月，41岁的李红松，原是凉山
州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的一名医生，身患
渐冻人症，患病初期母亲每天背着他上下
班，因为得病，花光了家中积蓄，妻子也离
他而去。而最新的情况是，李红松也已经
无法讲话，也不能上班，一直留在家中。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实习生 张雅文
摄影记者 陶轲

张靓颖
接受冰桶挑战
苹 果 、安 卓 手 机 用 户 可 在 各 大 应 用 市 场 搜 索 “码 上 控 ”下 载 安 装

10名受资助病患
严重者喝水都困难
“从2005年起，我们收录了近1600名到
访医院的患者名单。 名单每年都在新增，每
年也有很多人消失。”川大华西医院神经内
科副主任、神经病学博士生导师商慧芳教授
的学生小郑曾接待过无数患者，“他们还在
世一天，就应该让他们多快乐一天。”以下
名单，来自于小郑整理搜集的川大华西医院
渐冻人数据库。 这10名患者病情相对严重，
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他们也是我们这次“暖
冰行动”需要帮助的一群患者。

■陈女士 75岁 2013年4月发病， 出现左
上肢无力， 后逐渐出现双下肢继而右上肢无力，
随后吃饭、喝水出现呛咳，言语也含混不清，确诊
为渐冻症，现病情逐渐加重
■张女士 44岁 锦江区 2013年3月出现
左上肢乏力伴肉跳感，3个月后右上肢也出现无
力，同时左上肢无力加重伴有肌肉萎缩，到华西
医院就诊，于2013年8月确诊，现在仍在加重中
■郑女士 41岁 成都太平寺东路 2011
年6月出现下肢无力， 进行性加重 （即逐渐加
重），一直未引起重视。2012年开始出现饮水呛
咳，吞咽困难才就诊，2012年底确诊
■雷先生 29岁 青羊区 2009年5月出现
上肢无力伴肉跳，进行性加重，发现双手“虎口”
肌肉萎缩就诊，确诊为此病，1年后出现双下肢酸
胀乏力，主要表现为上下楼梯困难
■黄先生 40岁 武侯区2012年1月出现双
上肢无力，主要表现为拧钥匙、毛巾困难，后逐渐
加重，2012年底出现下肢无力，确诊为此病
■王先生 44岁 2012年11月出现右上肢
无力，2013年4月左上肢无力，2013年8月出现
饮水呛咳、吞咽困难，2013年10月确诊为此病
■叶先生 46岁 彭州市 2013年2月出现
言语不清症状，伴进食困难、饮水呛咳，上述症状
进行性加重，短期消瘦明显，于2013年10月确诊
■韩先生 55岁 成华区 2013年1月出现
左上肢乏力，随后依次出现右下肢、左下肢、右上
肢无力，进行性加重，于2013年9月确诊
■吴先生 41岁 青羊区 2012年1月出现
双上肢无力，持物费力，渐进性加重，后逐渐难以
自己穿衣、洗脸、刷牙，2012年底出现双下肢无
力伴萎缩，后逐渐行走困难，2013年3月确诊
■苟女士 54岁 2012年3月开始出现右
上肢无力伴萎缩，2012年10月出现吞咽困难、饮
水呛咳，2012年11月出现双下肢无力，同时也出
现呼吸困难，同时确诊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