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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温暖人的不只有春天 还有爱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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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冻人，是否能承受生命之痛
12月15日，在“ 孩子·梦想·力量———

中国太平洋保险2012上海青年志愿公益
之夜”上，渐冻人蓉蓉将和团市委邀请的
青年志愿者一起诵读她创作的诗歌《 温暖
生命》，用自己的心声让社会认识渐冻人，
让大家看到在他们“ 冰冷”外表下蕴含的
对生命的火热挚爱。昨天，在上海戏剧学
院，蓉蓉第一次面对众人敞开心扉，进行
了公益之夜前的最后排练。

“ 等待成长给予了解，期待童话般美
丽的爱恋，是病魔的突如其来，夺走本该
拥有的一切⋯⋯”12月11日下午，从上海
戏剧学院的一间排练室里传出了这样的
诗句，嗓音清新甜美，让人不禁想要去看
看究竟是谁在朗读。然而，当你推开门就
会感到意外，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坐在一
辆手推车上，身高不过1米2的她身躯有些
萎缩，四肢关节都已扭曲。她叫蓉蓉，是一
名典型的渐冻人。

“ 我出生40天就开始发高烧，4岁的时
候走路经常会跌倒，一直以来都有‘ 渐冻
症’的症状，但直到2005年才确诊。”坐在
手推车上的蓉蓉面露笑容，淡然地讲述着
自己的病史。但是，蓉蓉的笑容却是来之
不易的。

神经肌肉疾病协会总干事朱常青女
士告诉记者：“ 渐冻人，顾名思义，就是患
有‘ 渐冻症’的病人，‘ 渐冻症’是运动神
经元疾病的一种，患者整个人会像被冻住
一样，身体开始一部分一部分地萎缩、无
力。今天是腿，明天是手臂，后天到了手
指，连控制眼球转动的微少肌肉也不例
外，最终等待他们的是呼吸衰竭。而这一
切都在他们神志清醒、思维清晰的情况下
发生，他们清晰地逼视着自己走向生命结
束的全过程。”自己也身患“ 渐冻症”的朱
女士表示，“ 病情的每一次蔓延，病人就必
须做好心理调适，有些人看到自己原本好
好手脚慢慢不能动了就会精神崩溃。”

上海戏剧学院主持人专业的大二学
生陈佩瑶和李承星这次将作为青年志愿
者，配合蓉蓉一起登台演出。当他们两个
在排练中作为叙述者，讲述渐冻人生活经
历时，眼中也不断闪烁着泪光。李承星表
示：“ 其实渐冻人我也不陌生，因为当代最
伟大的科学家霍金就是渐冻人。但是当我
第一次亲眼看到他们，听着这样揪心的诗
句，第一感觉就是难受和心疼。”他表示，

“ 希望通过这次的合作演出，让更多人关
注渐冻人，尊重渐冻人！”

“ 爱心 baobao”新人不断
祖孙档、双胞胎齐上阵 卖报献爱心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吴嘉川 记者罗丹
妮 第一次卖报，七龄童仅花十分钟便卖
掉10份，7岁双胞胎姐妹从连嚷“ 害怕”到
顺利售报11份，3岁“ 小萌妹”在奶奶的带
领下售报5份，8岁孩子面对外国游客克服
羞涩卖报3份⋯⋯12月9日，61个小朋友分
别于港汇广场与老码头两个场所售报800
份，他们在参与此次献爱心活动的同时，
也锻炼了自己的胆量与社交能力。

双胞胎克服羞涩 新报童表现出色
9日上午10点10分，反戴着帽子、第一

次参加“ 爱心baobao” 活动的7岁儿童许
阳，就以十分钟售出十份报的业绩，获得
了“ 最快速度卖报奖”。“ 我觉得身上戴着
红绸带做好事很光荣。”正因为抱着这样
的想法，他很容易走到路人面前，开始热
情销售，还得出了“ 年轻人更容易掏钱买
报献爱心”的实战经验。7岁双胞胎陈佳木
与陈佳禾，生性内敛羞涩，面对这初次接
触的活动，她们连向妈妈说“ 很害怕”。可
在她母亲与工作人员的示范带动下，她们
也迈出了勇敢的步伐，最终合计卖出了11
份报纸。3岁的小报童达子嫣则在奶奶的
帮助下，成功“ 卖萌”售出了5份报纸。

记者了解到，仅上午港汇广场这个
点，就有49个小朋友参与了爱心baobao活
动，其中至少三分之一都是“ 新报童”。准

备好的600份报纸，全部顺利售出。

老码头上战寒风 孩子练胆量
如果说对于上午的小报童而言，面对

的挑战是40多位“ 同行”的激烈竞争，那么
下午对于那些在老码头卖报的孩子们来
说，户外阵阵寒风才是他们巨大的考验。不
过这十几位“ 爱心小报童”可谓精神头十
足，从9日下午1点开始就奋战开了。

外国人与沪白领偏爱的咖啡厅、酒吧
的户外椅边，老报童吴皓月的叫卖声引来
不少人留步购买，已经来过多次的她对于
不同的购买者有着自己精确的判断。在一
旁看着眼热的朱丹亭有些不甘示弱。

正在喝咖啡的两位外国男士看到朱丹
亭频频在他们座位附近转圈，原本聊天的他
们也回头看着她，才读小学一年级的她有些
害羞，竟灰溜溜地准备转身跑走。不过就在
这时，那位外国男士起身拿出一元钱，用并
不流利的中文问她：“ 你是不是要卖给我？”
他指了指她手中的报纸，朱丹亭害羞地躲到
了记者身后，嘀咕道：“ 我怎么听不懂他说
什么呀。”不过随后，她还是用上了手势，并
且成功将一份报纸卖给了这位外国男士。

有了这次“ 涉外经历”，她面对同伴
们多了一些“ 前辈”的感觉，她似模似样
地传授道：“ 以后要卖给外国人，我只要从
说good afternoon开始就行了。”

青年公益联盟海报组成校园一道风景线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周胜洁 本周六晚

上7点，“ 孩子·梦想·力量———中国太平洋
保险2012上海青年志愿公益之夜”就将在
上海城市剧院盛大上演。前期的“ 青年公
益联盟”宣传海报早已“ 进驻”沪上各个
高校食堂，绿色的海报组成了一道引人注
目的校园风景线。不少高校学子也依此表
达了对公益的看法与支持。

昨日中午，记者来到华东理工大学徐
汇校区，学校的第一食堂里悬挂了四幅有
关“ 青年公益联盟”的绿色海报。海报被
标在白色相框内挂在食堂的立柱上，绿色
的背景色映衬出白色的由三个爱心组成
的公益标志，海报下方“ 青年公益联盟，一
起公益，乐享生活”的宣传口号配上“ 12
月15日盛大登场”的红色字体，十分醒目。

华东理工大学信息学院三位大四学
生就坐在悬挂海报的立柱边吃饭。高同学
和杜同学都告诉记者，大学期间，他们也
从事了不少志愿者工作，“ 最近的如招聘
会志愿者，我主要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分

批放行求职者。”、“ 我参加学校组织的志
愿者活动，比如去西郊动物园做过引导和
介绍等工作。”他们纷纷说着自己的志愿
者经历。

高同学觉得，做志愿者本就是一种自
发行为，“ 同时也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
现，看到别人因此得到帮助，自己会觉得
十分充实，也会觉得自己和社会的关系
更紧密。” 得知如今成立了青年公益联
盟，能为公益组织的公益活动、公益项目
提供资金、物资、场地等方面的支持，也能
对志愿者提供关爱和扶助，高同学觉得，
这对于志愿者来说多了一份保障，“ 也算
是一种鼓励，相信会有更多人从事志愿
公益活动了。”

据了解，青年公益联盟海报已经进驻
各个高校，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华东政法
大学松江校区、立信会计学院徐汇校区等
学生食堂内都出现了公益海报的“ 身
影”，醒目的绿色，“ 一起公益”的畅想组
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校园风景线。

》公益动态

12月的申城，
街头寒风刺骨，路
人们裹紧厚厚的大
衣，无一不憧憬着
春天能快点到来。
然而，在这世界上，
有这样一群人，即
便是春天也永远无
法 让 他 们 感 到 温
暖，他们都有这样
一 个 共 同 的 名
字———渐冻人。

本报见习记者
唐昱霄

渐冻人，活在当下，不想明天
就当在场所有人都在为蓉蓉的不幸

感到遗憾时，蓉蓉自己却在排练中自始
至终保持着微笑。“ 是至亲的坚持延续
着生命的呼吸，是无限的大爱弥补了缺
憾的人生，爱的光芒为我照亮前方，逆境
之中寻找生命的意义。” 朗诵完自己的
诗歌，蓉蓉却说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朗诵
有些紧张，但她表示：“ 不过，想到再过几
天能在舞台上朗诵自己的诗，我还是感到
开心比较多！”

蓉蓉的妈妈告诉记者：“ 蓉蓉虽然被
病痛折磨，但她却一直很乐观，平时兴趣
爱好也很多。她最喜欢看书，进行文学创
作。过去她还开过淘宝店呢！”不过对蓉蓉

来说，自从加入了神经肌肉疾病协会，和
病友们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也变成了一件
乐事：“ 网上聊天很开心，每年的‘ 世界渐
冻人日’，即便行动不便，我们病友之间还
是会出来聚一聚。”

“ 爱是祝福的盈盈烛光，温暖地融
化世间的悲伤，用希望点 亮 别 样 的 未
来。”昨天的排练时间并不长，但温暖的
诗句和蓉蓉不变的笑容让这 个 女 孩 留
给众人的印象不再是病痛和不幸，而是
坚强与激励。蓉蓉在临走时告诉记者：

“ 我现在每天都要过得开开心心的，我
不知道也从来不会去想明天 会 发 生 些
什么。”

“ 渐冻症”是一种神经肌肉疾病，被
世界卫生组织（ WHO）与癌症、艾滋病一
起确认为世界五大绝症之一。

由于患者全身肌肉组织萎缩，活动能
力逐步丧失，身体好像被“ 冻”住一样，因

此被形象而残酷地称为“ 渐冻人”。罹患
此病后，病人生活逐渐无法自理，难以走
出家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约有450万
名患者，上海约5万名。

》链接

志愿者与渐冻人蓉蓉一起彩排。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在老码头，小报童顶着寒风卖报。 本报记者 张瑞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