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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因肌肉萎缩症常年卧床，至今已有30年；妻子与病魔搏斗了10年后，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家。
妻子临终前的泪眼和不舍，他始终藏在心里

一家人好好相守，这是对妻子的承诺 ，他做到了
早晨10时，72岁的殷志诚来

到儿子的房间，细心地给他喂水、
擦脸。看着儿子清癯的脸和瘦成
皮包骨的身体，殷志诚心中一酸，
险些落下泪来。他觉得，儿子的
命太苦了！

12 岁的儿子因肌肉
萎缩症，再也站不起来了

1988 年，8 岁的小殷不知什
么原因突然感觉手脚发软，每次
站立不能超过 10 分钟，被人轻轻
一碰就倒地。殷志诚和妻子带着
小殷四处求医，南京、上海、北京
的各大医院都留下了他们求医的
足迹。经诊断，小殷得的是肌肉萎
缩症，这是因肌肉细胞功能逐渐丧
失导致的。随着年龄增加，小殷肌
肉受损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最终
肢体无法活动自如，会瘫痪在床。
按照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这种疾
病并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

求医无果后，小殷重返校园，
那天是殷志诚送他去的。一路上
小殷一直叽叽喳喳，开心得合不
拢嘴。可小殷的病越来越重，平
均一天要摔四五次，膝盖一直青
肿不退。每到体育课时，他就趴
在窗口，羡慕地看着同学在操场
上奔跑跳跃。小殷 12 岁时，因为
无法站立，只能含泪挥别校园。

为照顾儿子，妻子辞
职，他也换了工作

小殷整天躺在床上，妻子只能

辞职回家照顾他。妻子制定了一
份详细的“照顾计划”：每两个小时
翻一次身，喂一次水，上午和下午
各吃一点水果；每天晚上烧热水，
给儿子从头到脚地擦身体，夏天每
两天洗一次澡，三天洗一次头。妻

子还精心准备了清淡营养易消化
的美食，一勺一勺地喂给儿子吃。

小殷就像是太阳，而妻子就
是一颗行星，全心全意、永不疲倦
地绕着他转。几年下来，妻子神
情憔悴，人也消瘦了。殷志诚看

在眼里，疼在心中。小殷 17 岁
时，他辞了工作，到所住小区应
聘，白天在家和妻子一起照顾儿
子，晚上巡夜。

妻子和病魔搏斗 10
年后离开了父子俩

2008 年，殷志诚的妻子洗澡
时摸到胸部有个硬块，便到医院
作了检查，被确诊患上乳腺癌。
此后殷志诚就一边陪妻子到医院
检查、放化疗，一边见缝插针地回
家照顾卧床的儿子。

妻子的痛苦，殷志诚一一看
在眼中，心疼得要滴血。放化疗
的副作用很大。妻子每次化疗后
都会恶心、头晕，通常持续 7-10
天左右，一开始只能喝点稀粥，再
逐渐恢复食欲，然后又面临再一
次的化疗，就这样周而复始。期
间妻子会时不时地对着垃圾桶大
吐特吐，殷志诚每次都温柔地拍
着她的后背，表达着无声的安抚。

妻子是个爱美的人，眼看着
大把大把地掉头发，皮肤渐渐失
去了光泽，就常常对着镜子长吁
短叹。这时，殷志诚就会给妻子
加油鼓劲，并且心疼地说，在他心
里，她永远是初见的那个小姑娘，
夸张的语气总能把妻子逗笑。

在殷志诚的陪伴下，妻子心
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然而到了
2018 年，妻子的癌细胞还是复发
转移了。她去世前，含泪望着殷
志诚，眼睛里似乎有千言万语，殷

志诚也含着泪回答：我一定会好
好照顾儿子，你放心吧。

一 家 人 能 相 守 在 一
起，就是最大的幸福

殷志诚做到了对妻子的承
诺。每天他都要给儿子按摩、活
动腿脚，像照顾襁褓中的婴儿一
样细致周到。儿子从来没有得过
褥疮，家里也干净整洁，没有丝毫
异味。殷志诚还有个好女儿，为
了方便照料父亲和弟弟，女儿也
住在同一个小区，每天都会过来
做饭。

殷志诚说，儿子很乐观，虽然
从早到晚只能躺着，但还是积极
生活，听到好听的音乐会跟着轻
轻哼唱，听到好玩的相声还会笑
出声来。他每天都会和儿子聊
天，排解儿子的孤独、寂寞。他觉
得一家人能相守在一起，就是最
大的幸福。

编号：517
姓名：殷志诚
年龄：72岁
住址：新北区华山社区

前桥新村 15 幢丁单元 101
室

家庭情况：儿子 12 岁
就因肌肉萎缩症躺在床上，
至今已有30年，妻子于4年
前去世。

记者手记

“世上有一种感情，叫爱心！有
一种行动，叫做互助！”通济桥社区
书记陆光洁说，自从周末关爱上周
走进该社区后，最近几天，社区陆续
收到来自各方的爱心捐助，这让她
和同事深深地感受到爱的力量。

8 月 5 日，周末关爱栏目刊登
了该社区部分困难群众信息及微
心愿，当天下午，爱心人士张瑞江
就跟社区取得联系，捐款4000元。

“交流中，我们得知这已经不
是张先生第一次捐款了，每一期周
末关爱他都会积极参与。”陆光洁
说，8 月 6 日上午，不愿透露全名的
苏先生冒着40℃的高温，带着现金
和生活用品赶到社区，表示定向捐
助子萱小朋友。子萱是一名小学
生，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爸
爸，现在跟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苏先生鼓励子萱好好学习，相
信会有更多的好心人伸出援手，帮
助他解决困难。

“还有梅先生、‘一滴水’、‘微
尘’、‘常乐’，他们也向困难居民伸

出援手，提供爱心捐助，我们社区
工作人员和居民们都很感动。”陆
光洁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搬离通
济新村的老居民也联系社区，用行
动表达爱心。

刘援朝原来是通济新村的老居
民，现在住在清潭新村，腿脚不便，
经济情况也不太宽裕。这次在晚报
上看到通济新村有困难居民需要帮
助后，立即捐了300元善款。

宋正杰虽搬离这个小区 30 多
年了，但看到相关报道后，还是第一
时间联系社区，捐助了一个电饭煲。

上期周末关爱捐助情况
张瑞江 4000元
一滴水 1000元
苏先生

500元、价值500元生活用品
刘援朝 300元
微尘 1000元
常乐 1000元
梅先生 1000元
宋正杰 电饭煲

曾经居住在通济新村的老邻舍们，即使搬离已
有30多年——

心中依然有牵挂，用行动表达爱心
生而为人，都各有各的不易。
殷志诚的儿子因为肌肉萎

缩症，12 岁起就卧病在床，随着
病情的日益严重，连头都抬不
起来，可不管是本人还是家人
都没有放弃，他们仍然坚强乐
观地生活；毛国兴的儿子两年
前得了急性白血病，好不容易
病情稳定了，他的妻子心脏又
出了毛病，但毛国兴并不怨天
尤人，人生信条就是，“活着就
要尽力开心一点”。

国学大师季羡林生前对采
访他的记者说过一句话：“有一
位老友认为‘吃得进，拉得出，
睡得着，想得开’很重要，而我
则 认 为 ，最 重 要 的 是‘ 想 得
开’。我能活到 100 岁，就是因
为想得开。”人生活在世界上，
总是要尝尽酸甜苦辣。生命不
可能一直处在高光时刻，有不
顺或失意都很寻常，如何度过
人生的灰暗时刻，是人生修行
路上重要的一课。

有的人会叹惋老天的不公
平，感慨茫茫众生，为何独我遭
此厄运，整日愤懑叹息，难以释
怀。有的人却能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身处变故困境，也能保持
身心安宁恬静，在低谷时总结经
验，耐心等待，寻求突破，终有一
日成就人生新的辉煌灿烂。

如果有一天要面对挫折和
苦难，愿我们每个人都学会承
认它，接受它，对未来怀揣美好
愿景，努力认真地生活下去。

上好人生修行路上重要一课

爱心回应

王宣康 去年因药物过敏导致病危，现需长期吃药，收入微薄。 医药费
徐月妹 尿毒症患者，需长期透析治疗，收入微薄。 医药费
殷志诚 丧偶，儿子瘫痪在床，全靠他照顾。 医药费
陆素英 本人有多种慢性疾病需长期服药，收入微薄。 生活费
奚建平 妻子是肢残二级，患多种疾病；女儿精残三级。 生活费
杨荷英 本人患胃癌，医药费支出很大；夫妻俩收入微薄。 医药费
万惠贤 肢体二级残疾，终生未婚。 生活费
陈玉秀 丧偶，本人左下肢骨肿瘤转移肺部肿瘤。 医药费
王兴大 肢体二级残疾，瘫痪在床，还有高血压等老年病。 生活费
毛国兴 儿子患有急性白血病，妻子患有严重心脏病。 医药费

殷志诚在给儿子喂水殷志诚在给儿子喂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