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观
相比他人，我算幸运的

第一次见到郑卫宁，他从椅
子上站起，略驼着背走来，萎缩
的双腿让他的裤管看起来空荡荡
的，但握手很有力，笑得十分爽
朗，言谈举止透出超越生死的达
观。常人很难看出，作为重症血
友病患者，他每天饱受痛苦，每
周需要去医院输四次血，病发时
膝盖肿得像西瓜那么大，坐在轮
椅上疼得嗷嗷直叫，他必须随身
带着吗啡止痛。

两 年 前 ， 郑 卫 宁 还 患 了 胃
癌，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现在
都要定期去化疗。在郑卫宁看
来，这都不重要，没什么比活着
更好。

血友病是家族病，舅舅和外
公都患有此病，1955 年出生的郑
卫宁很快就被发现患有甲型重症
血友病，血液里的凝血因子活性
程度不到正常人的 10％，血液根
本无法正常凝固，不仅轻度的磕
碰就会出血，每隔十天半月还会
无原因地体内自发出血，生命随
时都可能因没能及时止血而终
结！“我妈给我喂奶，我喝着喝着
突然满口鲜血，她就知道，这又
是一个血友病孩子。”

持续频繁的出血使郑卫宁的
双腿肌肉严重萎缩、四肢关节严
重变形，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因
为患血友病，我从小就被告知不
能摔跤、不能磕磕碰碰，也丧失
了学走路的机会。”13岁之前，郑
卫宁只能坐地爬行，站立行走、
奔跑对他而言就如天上的星辰，
可望而不可及。20 岁那年，经过
多年艰苦锻炼，郑卫宁终于靠他
那萎缩的双腿站起来了。

郑卫宁觉得，40 岁前自己的
人生毫无价值。不过，他表现出
常人少见的乐观：“我比多数人幸
运，因为痛苦与生俱来，早已习
惯，无需适应，这比半路患病、
突然痛苦的人幸运多了！”

需要靠输血维持生命的郑卫
宁 ， 出 于 对 血 液 质 量 的 担 心 ，
1995 年，母亲带郑卫宁一家三口
来到当时作为全国唯一一个靠义
务献血满足临床用血的城市——
深圳。深圳当时还可“购房入
户 ”。 72 岁 的 老 母 亲 用 12 万 积
蓄，给郑卫宁买了一套 80 平方米
的房子，就这样，郑卫宁及妻女
都成了深圳人。初来深圳，住在
小区里互相陌生，住在武汉的机
关大院里那种亲情网络没有了，
郑卫宁感到很孤寂，幸好妈妈在
身边，他每天给妈妈量血压、喂

药、安慰她，感觉自己很有价值。
1996 年，妈妈去世了，世界

上最疼爱他的那个人走了，郑卫
宁生命的支柱仿佛在瞬间坍塌。
每天，他能做的就是在家看书、
看电视，连下楼买菜都不行。妻
子去上班，孩子去上学，每天从
早到晚，他就在家中看着窗外发
呆。“我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和自
卑感，我是一个男人，却靠老婆
养活。”极度苦闷之下，他患上了
抑郁症。他还曾买过两次安眠
药，还给妻子写了遗书：“母亲为
我留下 30 万元，够女儿读书和你
零用了。家中还有两套房子，一
套出租，一套你们住，在深圳过
上小康生活没问题。但我活着，
连贫困的生活都难以维持。”

写好遗书，郑卫宁将 3 瓶安
眠药同时吞下去。还好，药是假
药，他没死成。

发展
从5人“小组”到万人企业

“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
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这在郑
卫宁身上得到很好印证：一人在
家无聊，他就买了一台电脑，在
家上网炒股，成了我国最早的网
民之一。休市时，他就在网上闲
逛。血友病让他染上了丙肝，国
内治疗办法一直不起作用，他上
网搜索，发现台湾一位名医撰写
的治疗丙肝资料很好。透过电脑
屏幕，郑卫宁发现，足不出户也
能查询很多资料信息，做很多事
情，即使残疾人也能像正常人一
样发挥才智。

郑卫宁开始被互联网深深吸
引，炒股赚来的钱让他觉得，自
己可以办一个电脑学习兴趣小
组，带动更多残疾朋友学习利用
网络。他联系深圳义工联找了 4
位活跃的残疾人，但他们都不懂
电脑，郑卫宁很气馁：“难道全
深圳的残疾人没有一个懂电脑的
吗？”他四处打听得知，有个叫刘
勇 的 残 疾 人 一 分 钟 能 打 200 个
字，但供职的打字社倒闭，他只
能去一家麻将馆打杂。

坐着轮椅的郑卫宁好不容易
找到身高1.3米的刘勇。从角落里
找出一台装着 DOS 系统铺满灰尘
的电脑，刘勇用他那双变形的
手，果然在键盘上一分钟敲出了
200字。

有戏！分别患有血友病、脊
椎重残、半身瘫痪、肌肉萎缩、
侏儒症的 5 位残友，就这样组成
了一个创业兴趣小组，“虽然我们
是残疾人，但这不代表我们没有
学习知识的能力。残疾人最大的

梦想就是自食其力，最不想的，
就是成为家人一辈子的负担，没
有尊严地活着。”郑卫宁说，当时
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换个活法。

其他 4 位残友要么在家无所
事事，要么做着低薪卑微的工
作，现在跟郑卫宁在一起同吃同
喝，还不用出门遭人歧视，大家
都干劲十足，一起学习打字、互
联网基础知识。没想到刘勇 15 天
内竟然摸索建立了一个像模像样
的网站，很快就一鼓作气做了一
个残疾人服务网站，很快就成为
全国点击量最大的慈善类网站。

有次，妻子推着郑卫宁，旁
听了诺基亚副总裁在深圳的演
讲：“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人们在
知识的海洋上漂泊，有了互联网
之后，知识的海洋就从每个人的

身边流过。”这话打动了郑卫宁，
他突然意识到：过去残疾人因身
体不便无法上学或去图书馆学习
的那种远离知识、没有力量的状
态，可能会因为互联网的普及而
结束。

五人组成的兴趣小组，迅速
转向，成立公司专攻网页设计与
开发等工作。刘勇一鼓作气，在
2000 年 5 月之前相继拿下了网页
设计大赛深圳冠军、广东总冠
军、全国第二名、世界第五名。
这更让郑卫宁看到，只要有机
会，残疾人也能做的比正常人更
好，因为他们更珍惜机会，更有
耐心。

企业员工都是残疾人，去外

地谈业务很头疼。无奈之下，郑
卫宁只好拖着病残之躯东奔西
走，即使带上陪护也会冒着生命
危险。有次去北京谈项目，当晚
郑卫宁开始便血、尿血，陪护吓
坏了，叫来出租车将他送进医
院。可连跑三家医院，没人敢为
他注射自带的输血救命针剂。午
夜两点多钟，心急如焚的陪护将
电话打给深圳义工联，请他们火
速帮助联系北京的义工护士，以
私人名义用药。一小时后，当义
工护士赶到时，郑卫宁已两手冰
凉面无血色，生命处于危急之中
……

若只为了自己多赚些钱，郑
卫宁早就不会继续干下去了。是
太多困难而努力的残疾人，促使
他有神圣的使命。

得益于互联网业务的井喷式
发展，经过近 20 年的打拼，公司
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高科技企
业：拥有10000多名残疾员工、两
家上市公司、40多家分支机构、1
家基金会、14 家公益组织，业务
涉及软件、动漫、文化设计、系
统集成、呼叫中心、电子商务等
多个领域，公司获得美国卡耐基
世界软件成熟度 CMMI5 级认证、
英国 2012 年年度国际社会企业
奖、我国科技部双软认定，让很
多软件公司望尘莫及，现在公司
一些软件工程司年薪过百万。

“裸捐”
捐出全部资产，感恩活着

50 岁，是血友病人的生命极
限，而今已 63 岁的郑卫宁被称为
医学上的奇迹。“我这个‘大奇
迹’每次去医院输血都会被新来
的实习医生围观。”郑卫宁笑道，
对于死亡，他没有任何畏惧。“我
很清楚自己将会如何死去，只有
对自己的死亡无法预期才会恐
惧。”每天早上能够正常醒来，看
到当天的阳光，郑卫宁就会感恩
自己还活着，又多赚了一天。

如今的郑卫宁已经到了血友
病晚期，平均每两天就需要去医
院输血一次。鲜血很贵，为了节
约开支，他经常随身携带吗啡
片，想着少输点血，能熬得痛就

熬过去。
郑卫宁辞掉了所有职务和头

衔。他成立了深圳市郑卫宁慈善
基金会，并以遗嘱形式将公司中
所有个人股份、自创的“郑卫
宁”等驰名商标品牌价值等，通
过律师公证全部捐赠给深圳市郑
卫宁慈善基金会，让基金会控股
企业，成为企业的股东和“老
板”，实现企业收益通过基金会决
策。也就是说，郑卫宁一手创办
的公司，变成了基金会控制的社
会企业，郑卫宁除了领工资，在
企业里再无其他资产，他彻底

“裸捐”。这样，公司残疾人员工
将有更长久的生活、福利保障。

郑卫宁说，自己除了医药费
外没什么地方需要花钱，死亡已
经成了他的动力，督促自己在有
限的时间内，更加努力的工作。

在公司，大部分职工过集体
生活，公司提供免费餐饮、洗衣
服，照顾生活起居。每位员工都
可以给食堂提供菜谱，大师傅照
着做，直到做出了“妈妈”的味
道，公司就把这个菜纳入食堂的
菜谱。现在食堂有 100 多个菜，
保证 15 天不重复。公司卫生间淋
浴龙头下放有坐椅，残疾员工可
以盘坐洗澡。员工觉得身体吃不
消了，不用进行任何体检、考
察，立刻进入退养制，按员工历
史上最高工资当“退养金”发放。

20 年来的成功，让郑卫宁获
得的荣誉无数，但他最为看重的
是“全国劳动模范”，“我是第一
个坐轮椅的全国劳动模范，具有
划时代意义，但我绝不是最后一

个登上全国劳模领奖台的残疾
人。”郑卫宁相信，时代变了，在
数码经济时代，任何人都能够创
造社会价值，残疾人也不再是当
年混吃等死的“废人”。

本来一身病的郑卫宁，在事
业蒸蒸日上时，相伴多年的妻子
却因抑郁症跳楼自杀，随后自己
又因胃癌被切除了五分之四的
胃。痛定思痛，郑卫宁每天早
起，开着电动轮椅兴高采烈来到
公司上班、开会，听员工们说公
司发生的事，就像是看着自己的
孩子学说话、爱唱歌，如慈父般
温柔。
（本报特稿 版权所有 转载必究）

重症患者为残友们找回尊严
文/图 尹晨琪

非常视点
23年前，40岁的郑卫宁作为重症血友病患者，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几度想自

杀了却生命。用网络炒股的经历，让他看到残疾人坐在家里也能像常人一样工
作，他招募4名分别患有半身瘫痪、肌肉萎缩、侏儒症、脊椎重残的残疾朋友，靠一
台电脑给人打字起步，他们将互联网“足不出户服务千万家”的特性发挥到极致，
通过软件开发、网页制作、电商客服等服务，让1万多名残疾人有了“新活法”。

郑卫宁创办的这家残疾人企业已拥有两家上市公司、一家慈善基金会、40家
社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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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多舛，但郑卫宁很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