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茲方出生在湖北省恩施
州的一個農民家庭，9

個月大的時候，父親病逝，
由母親獨自將他和哥哥養
大。「沒有雙臂，只能付出
比別人多百倍的努力，才能
像其他人一樣生活。」。
4歲時，他開始趁家人不

在時練習站立。無臂難以掌
握平衡，他一次次站起，又
一次次摔倒……為了用腳趾
學夾筷碗，年幼的他摔碎了
無數碗，吃完飯總是滿頭大
汗；學穿衣服，腳得勾成
30度，再用牙配合，幾件
衣褲穿了一個多小時，有時

還會扯破衣服；長大後，他
自己上山割豬草，差點不慎
割掉腳趾。現在，他不但生
活自理，還成了家裡的主要
勞動力。

用腳趾打字
開網店脫貧

2016年，陳茲方萌生了開
網店的想法：巴東盛產土
豆、茶葉、苞穀酒等特產，
利用互聯網可以讓這些「山
貨」飛出大山。從一個一個
腳趾頭練習敲鍵盤，到十個
腳趾熟練打字、處理圖像、
視頻；一家專賣鄉親們家裡
的天麻、臘肉、核桃等「山
貨」的網店慢慢走上正軌。
2017年，網店實現近120萬
元的銷售額，純利潤約6萬
元，成為脫貧「網紅」。
2018年5月，他被評為湖北
省勞動模範。

洗漱餵飯
無微不至

然而，10月9日，魯冬月
早晨突然站立不穩，嘔吐不

止。陳茲方背着她從村裡坐
輪渡輾轉去了兩家醫院，被
醫生診斷為腦梗死、高血壓
病3級。
母親住院期間，他每天給

母親梳頭、洗漱、餵飯。輸
液時，每隔10分鐘，陳茲
方用腳提着藥瓶陪母親上衛
生間。 「母親把我和哥哥
撫養大，吃了太多苦，年近
七旬還下地幹農活，這次住
院前身體就不舒服，為了不
給我們添負擔，一直拖着沒
有治療。」
市民田女士在網上看到陳

茲方的故事後，在病房外默
默等他給母親餵完飯才進門
探望。「你的孝行讓我很感
動，雖然我們素不相識，還
是希望她早日好起來。」
出院後，陳茲方仍貼身照

顧母親，每天買菜、做飯、
餵她吃飯後，再上網收訂
單、安排發貨，有時還要聯
繫貨源。陳茲方說，母親的
康復期至少一年；自己要照
顧好她，不讓她再下地幹重
活。

兩個多月前，浙江杭州朝暉街道黎園社區居委會主
任項志良接起一個熟悉號碼的電話，聽到對方說：
「老人不行了，項主任你過來幫忙辦個後事吧。」
趕去派出所取了胡文鍇老人的戶籍證明後，項志良

匆匆趕到醫院。不久，項志良坐上殯儀館的車，旁邊
的胡文鍇老人靜靜躺着，項志良沒有說話。這是他與
自己照顧了6年的獨居老人胡文鍇的道別。
2013年的一天，當時還是黎園社區黨委書記的項
志良在得知鄰居說幾天前似乎聽見胡文鍇老人家裡有
些動靜後，便與社工架梯子爬到窗口，竟聽見胡文鍇
老人微弱的聲音，原來胡文鍇老人突發腦梗，大半身
子不能動彈；這幾天僅靠床邊的礦泉水糕點維持生
命。
在被送去醫院後，胡文鍇拉着項志良的手，請社區

照顧自己。面對老人期待的目光，項志良答應了下
來。只是沒想到，這一答應就是漫長的6年。之後的
幾年裡，項志良和社工們便開始經常往返於社區和康
復醫院，而項志良跑得最多。「沒辦法，老人就認
我。」平日裡，項志良還會帶上麵包蛋糕以及生活用
品去探望他。「他牙不好，吃不了硬的東西。」
然而，因為胡文鍇老人的間歇性精神狂躁症影響了

醫院秩序，久而久之，醫院就開始要求社區將胡文鍇
老人轉院。

過年丟下客人 安撫患病老人
2016年大年初二，項志良聽說胡文鍇老人連續兩

天不肯吃飯，嚷着要去安徽堂哥家住。項志良顧不上
家中客人，匆匆騎上電動車趕到醫院，像哄孩子一樣
使胡文鍇老人安靜了下來。深夜，項志良離開醫院，
才發現電動車輪胎被扎破了，但周邊沒有地方補胎，
他只能推電動車走了兩小時才到家。6年來，胡文鍇
換了5家康復醫院，每一次都是項志良和社工們一起
多方奔走聯繫，辦理轉院等手續。
胡文鍇老人去世前幾日，拉着項志良的手說：「我

想最後再麻煩你一次，幫我料理我的後事。」去世
當天，項志良一個人捧着胡文鍇老人的骨灰從火化
室走出來，為他辦理了後事。胡文鍇老人的遺願是，
入葬杭州半山公墓和父親合葬。 ■《錢江晚報》

在晚期癌症患者張先生剩下不多的日子裡，中國醫
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深圳醫院的「安寧療護」給了他和
家屬極大的安慰。「安寧療護」是深圳首支致力於腫
瘤患者的專業志願者服務隊。
能夠使晚癌患者無痛苦、安寧、尊嚴、舒適地走到

生命的終點，生命質量得到提高，是「安寧療護」的
發展方向。

「尊嚴死」不再是奢求
腫瘤醫院護理部主任路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經

過對15例晚期癌症患者進行的臨終照護發現，由於
此時治療已經不再充分有效，對疼痛、便秘、呼吸困
難等症狀的專業護理會變得更加關鍵。「腫瘤專科護
士的職業決定了要經常面對死亡，需要撫慰患者，也
包括撫慰悲傷的家屬，沒有相關專業知識的學習是無
法勝任的。」
據統計，晚期癌症患者中約35％有明顯的心理障

礙或應激反應，其中18％的患者診斷為重度抑鬱
症。這些患者存在對尊嚴的需求、對生存意義的思
考，對愛的渴望和對被關懷照顧的需要。

中國癌症基金會理事長趙平認為，在中國已全面進入
老齡化社會的今天，向醫護人員及社會公眾推廣安寧療
護十分必要且迫切。他表示，中國目前對晚期癌症患者
的過度治療相對普遍，導致他們生活質量也很低。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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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漢一句承諾 照顧老人六年

深圳「安寧療護」關愛晚癌患者

1010月月2020日日，，恩施州湖北民院附屬民大醫院裡恩施州湖北民院附屬民大醫院裡，，2929歲歲、、先天先天

無臂的湖北青年陳茲方無臂的湖北青年陳茲方，，喚起病床上意識模糊的母親喚起病床上意識模糊的母親——6868歲歲

的魯冬月的魯冬月。。他用雙腳熟練夾起碗筷和勺子他用雙腳熟練夾起碗筷和勺子，，將飯菜輕輕地送到將飯菜輕輕地送到

母親嘴前母親嘴前。「。「媽媽媽媽，，張嘴張嘴，，吃飯啦……吃飯啦……」」魯冬月慢慢張開了魯冬月慢慢張開了

嘴嘴，，一口一口地吃了起來一口一口地吃了起來。。

1010月月2424日日，，病情有所好病情有所好

轉的魯冬月出院了轉的魯冬月出院了。。

■■《《楚天都市報楚天都市報》》

■陳茲方用腳為母親
梳頭。 網上圖片

■老人胡文鍇生前曾為項志良寫過感謝信。圖為該
信的信封。 網上圖片

■深圳成立首支腫瘤「安寧療護」娘子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陳茲方的雙
腳靈活，可以用
電腦鍵盤打字。

網上圖片

■■陳茲方用嘴為母親帶回陳茲方用嘴為母親帶回
打包飯菜打包飯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東森新聞報道，近日，2019英特爾極限高手盃《絕對

武力：全球攻勢》正在全球各區域舉行預選賽。台灣CS電競戰隊Sad-

Story日前參與東亞公開資格賽第二輪（East Asia Open Qualifier #2）

時，以16：1完敗對手日本代表隊。不過主辦方檢查發現，SadStory的國

籍出現問題，竟然參加的是東亞賽區的比賽，因此將其比賽資格取消。主

辦方表示，我們使用的是聯合國標準國家/地區名單，台灣人應該在中國

賽區參賽。

國籍未選中國 台電競隊失資格
主辦方：使用聯合國標準 台隊應參賽中國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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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消防資源遭濫用 救護車日出勤逾3000次

台灣選手Crazyface在facebook上叫屈：
「我們打了兩年一直以來都是打東亞

或者東南亞預選賽。」Crazyface表示，他
們曾經以為要報中國賽區，但是由於沒有
中國護照，主辦方不認可台灣「護照」，
所以沒有成功。
有人把台灣選手被取消比賽資格的信息
發到了歐美最大論壇Reddit上，主辦方的
工作人員在論壇回應表示，我們使用的是
聯合國列出的國家和地區名單，如果你是
台灣人，那麼應該參與中國賽區的比賽。
其實，只要查詢比賽官網不難發現，官
網中明確說明了比賽資格：戰隊的國籍是
他們持有有效護照的國籍，如果沒有有效
國籍，那麼不得參加資格賽。所以很明

顯，SadStory就是因為這一條而被取消了比
賽資格。

台當局多次「蹭會」成國際笑話
自蔡英文上任以來，拒不承認「九二共
識」，在「去中國化」的道路上執迷不
悟，致兩岸關係冰冷。在一個中國原則成
為國際社會普遍共識的前提下，類似情況
已多次發生。如台灣曾因俄羅斯世界盃官
網上，「球迷證」的「國家」欄將「台
灣」標註為「台灣（中國）」表示不滿和
抗議，多次要求俄方進行「更正」。最終
卻被俄外交部以一句「遵行『一中原則』
政策」給懟了回來。
世界衛生組織也因為民進黨當局拒不承

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為
台灣地區參會設置了「障礙」。然而，民
進黨卻多次「蹭會」，成為國際笑話。
國台辦多次表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

國際社會普遍共識，是人心所向，大勢所

趨。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神
聖領土的一部分。任何企圖製造「兩個中
國」、「一中一台」、搞「台灣獨立」的
行徑都是沒有任何出路的，也必將遭到全
體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灣
「消防署」昨日公佈，去年全台救護車出
勤數超過110萬次，平均每天出勤達3,015
次，民眾將救護車當「免費計程車」使
用，造成消防資源浪費。
「消防署主任秘書」馮俊益當天在記者
會中公佈統計，去年全台各項緊急求救原
因中，以車禍受傷330,725人次為最多，佔

37.10%；其次為急病 320,221 人次，佔
35.92%；一般外傷及墜落傷91,630人次，
佔10.28%，三者合計佔83.30%。

按需制定收費標準
根據統計，2017年全台救護車出勤數達

1,100,323次，雖較2016年的1,117,523次稍
微減少，但仍是1998年出勤次數336,409次

的3倍有餘，換算下來平均每天出勤救護
3,015次。相較於近年平均每年破百萬次的
出勤紀錄，去年救護車收費的件數僅138
件，今年1到10月收費的件數也只有113
件。
馮俊益表示，「消防署」過去常接到涉

及不當使用消防資源的案件，如酒醉倒在
路邊卻無明顯症狀者，交通事故明顯輕傷

者、甚至有民眾叫了救護車人卻失聯，造
成消防資源濫用。
馮俊益還說，目前全台已有10個縣市消

防機關制定救護車非緊急救護案件收費標
準，另有12個縣市出動救護車尚不收費。
接下來會向這些縣市宣導，依據需要制定
收費標準，避免民眾不當使用，將消防救
護資源留給真正需要的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台灣財政事務主管部門昨日
公佈統計顯示，今年1至10月，
台灣向大陸（含香港，下同）出
口1,153.95 億美元，同比增長
10%，進口457.75億美元，同比
增長9.1%。今年前10個月，台
灣出口總額2,796.55億美元，同
比增長8%，進口 2,396.1 億美
元，同比增長12.5%。
單看10月，台灣出口295.7億
美元，同比增長 7.3%，進口
262.1 億 美 元 ， 同 比 增 長
17.6%。其中，台灣向大陸出口
125.73 億 美 元 ， 同 比 增 長
5.5%，進口50.21億美元，同比
增長9.1%。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官員展望

第四季度出口時表示，這是大陸
與歐美的消費旺季，但受去年基
期偏高、中美貿易摩擦及新興市
場經濟體經濟增長趨緩等因素影
響，預估台灣出口年增率將進一
步收斂至2%以下。
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策略

分析師顏承暉認為，10月台灣
出口雖維持正增長，但中美貿易
摩擦仍在，且主要經濟體景氣降
溫，因此10月出口正增長僅是
「外強中乾」的狀態，因此下半
年整體經濟形勢恐不會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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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苗栗地檢署偵辦波蘭跨境電信詐騙集團
案，昨日針對集團主謀林姓男子提起公
訴，並向法院聲請裁准扣押其名下不動
產38筆、現金及其收藏的木雕、畫作
等。
苗栗地檢署已於今年8月起訴該詐騙

集團14名成員，並逮捕集團幕後金主
林姓男子。經調查，林姓男子將苗栗縣
一民宅作犯罪地點，提供機票與食宿，
派集團成員去波蘭尋找機房據點。檢方
表示，該集團詐騙手法是向大陸民眾謊
稱為檢察官或通信管理局人員，以被害
人涉入重大刑事案件須清查資金為由，
自2017年4月起以網絡電話行騙，估算
不法所得共新台幣3,721萬餘元。

苗栗地檢提訴跨境電騙主謀

■台灣CS電競戰隊SadStory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