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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让盲童多读一本书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你

读书了吗？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似乎是

举手之劳， 但对视障孩子来说，
很多时候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想一想，你知道视障孩子能
读什么样的书吗？ 他们可以从什
么地方获得这些书？ 他们又是怎
么阅读的呢？ 如果你想让他们也
像普通孩子一样读到更多的书，
该怎么去做呢？

渴望阅读的视障孩子

“你喜欢读书吗？ ”“喜欢啊，
掌握盲文会摸读之后，接触到课
外读物就喜欢了，大概一个星期
读一本书。 ”

面对记者的问题，宁宁自信
地回答，嘴角同时露出幸福而又
有一丝腼腆的笑容，让人忘了她
是个视障孩子。

对于今年 14 岁的宁宁来
说，能阅读是一件格外重要的事
情。 8 岁入读平乡县孟杰盲人学
校之前，待在家里的她只能和妹
妹一起玩，“妹妹上学以后就只
能一个人玩了。 ”宁宁表示，而听
广播对于那时的她来说，很多东
西并不能理解。

对于视障孩子来说，很难和
普通孩子玩到一起，闷在家里又
常常无事可做。

这一状况直到上学以后，
能够阅读书籍以后才真正改
变。“我每个星期都会借书，上
自习课、课外时间都会读。 ”宁
宁表示。

像宁宁这样喜欢阅读的孩
子在盲童中比比皆是，“盲童的
业余生活比较少。 ”平乡县孟杰
盲人学校副校长张建立强调，通
过阅读，盲人孩子接触到了外面
的世界，改变着他们的命运。

张建立本人也是一名视障
人士， 早年在孟杰盲人学校就
读，毕业留校后当了老师。 在他
看来，读书不仅仅是丰富业余生
活，对视障人士来说，阅读可以
增强自我学习能力，改善心理状
况，让他们不再自卑、不再封闭，

和人交往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变得更加自信。

邢台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杨密婷也表示：“通过学习、阅
读，可以让盲童心里亮起来。 ”

难以获得的书籍

阅读对视障孩子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但他们要获得可以阅
读的书籍却并不容易。

与普通读物不同，根据视力
障碍等级的不同，视障人士可以
阅读的书籍分为明盲对照图书、
大字本图书、盲文版图书。 目前，
能够出版这些图书的只有中国
盲文出版社等极少数出版社。

据中国盲文出版社副总编
辑沃淑萍介绍，盲文类图书出版
周期长，从选题、录入再到校对，
所花费的时间、精力都远远高出
一般的图书出版。 出版社每年出
版的书籍在 1000 种左右。 重点
出版内容针对的是盲校，包括教
材、教辅和课外读物。

由于出版机构少，书籍比较
特殊，以及销售量的有限，目前
视障人士并不能像普通人一样
在周边的书店购买这些图书。

“需要通过目录选好图书，
在通过邮局联系盲文出版社购
买邮寄，家长要联系起来就比较
麻烦。 ”邢台市特殊教育学校盲
班班主任安静表示。

视障人士一般只能在图书
馆的视障阅览室和盲校有机会
借阅相应的图书。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图书
馆受限于资金， 缺乏专门资金，
因而能采购 300 到 500 本盲文书
籍的图书馆，就已经很不错了。 ”
沃淑萍表示。

而这还是省市级图书馆，县
及县级以下能有盲文书籍的寥
寥无几———对于走出家门都困
难的视障人士很难享受到这样
的公共服务。

相对来说在盲校就读的孩
子很容易接触到书籍。 尽管学校
也意识到课外阅读对孩子们的
重要性，也能感受到孩子们对童

话、历史故事、绘本等的喜爱，但
盲校的书籍能够保证的是教材
类的，课外读物并不是优先考虑
的需求。

“像我们学校，经费要优先
保证学校建设、 学生的吃住生
活， 上课必须用的一定要有，课
外读物就尽量往后推一推了。 ”
张建立表示。

这就导致盲校里的课外读
物种类有限，更新缓慢。“老师上
课时会根据教学内容推荐相关
的课外读物，但其中很多学校图
书室里也没有。 ”张建立表示。

有限的课外书会被孩子们
反复阅读， 与普通图书相比，盲
文类的书籍实际上并不能承受
太多次的阅读———盲文的点状
凸起被摸平以后就读不出来了。

“有的书读不出来， 就靠联系上
下文了。 ”宁宁表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视障人
士可以通过听书的方式找到更
多的课外读物，部分解决了没有
书读的问题。 但纸质书的阅读依
然不可替代。

“电子读物虽然内容多更新
快，但读纸质书一边摸一边思索
的感觉完全是不同的，” 张建立
强调，读纸质书可以随时调整阅
读速度或者停下来思考、 回味、
领悟，而且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对于通过阅读进行深度学
习更是如此。 邢台市特殊教育学
校根据孩子们的兴趣开设了评
书课， 孩子们可以学习说评书。
由于没有相应的盲文读物，他们
需要反复听、背下来。“我很感兴
趣，但是记不住，就边听边记笔
记，然后自己摸读。 ”二年级的凯
凯表示。

来送盲童一本书

怎样才能让视障孩子读到
想读的课外书呢？ 发挥社会力量
的作用、整合社会资源是一个有
效的途径。

2011 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发起了“我送盲童一本书”
项目为贫困地区的盲童捐建盲

文阅览室。
平乡县孟杰盲人学校在

2015 年和 2019 年就两次受到了
资助。 其中 2015 年获捐总价值
12 万元的盲文阅览室相关书籍
及电子产品，包括盲文优秀读物
400 种、大字本优秀读物 330 种，
听书郎 14 台、文星助视器 5 台，
触觉语音地图 3 台、阳光读屏软
件 9 套、 文星点显器 1 台。 2019
年根据学校学生需要，项目再次
为该校捐建总价值 10 万元的盲
文阅览室相关书籍及电子产品。

“我比较喜欢里面的校园小
说，感觉很接近自己的生活。 ”这
些图书的到来，让宁宁对同龄人
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以后要当
一个主持人，把这些故事讲给更
多的人听，把爱心传递下去。 ”宁
宁表示。

捐赠图书中的明盲对照绘
本、童话故事、历史故事等则获
得了低年级孩子的一致喜爱，像
《成语故事》、《安徒生童话》、《海
底两万里》、《笑猫日记》 等，“其
实普通孩子喜欢的他们同样喜
欢。 ”安静强调，她所在的邢台市
特殊教育学校也获得了捐赠。

考虑到随着时代的发展 ，
电子阅读等需求的产生， 有声
读物、读屏软件、盲用点显器，
甚至是无障碍电影， 都配备了

一部分。
据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2011年至 2015年， 项目为 47所
盲校、特教学校的 2361名盲童、低
视力儿童捐赠了盲书及听书郎等
助学产品； 从 2015 年至 2018 年
底，共为 62所盲校、特教学校捐建
盲文阅览室，惠及盲童 6157人。根
据在校学生数量及需求每所阅览
室 10万-20万元不等。

为了保证项目的专业性，基
金会选择中国盲文出版社作为
项目图书印制执行机构。 中国盲
文出版社与各地区残疾人机构、
特教学校和中国盲人协会能够
取得有效沟通，从而保障每期项
目筛选的受助机构能够获得最
大化的帮扶效果。

截至 2018 年底，该项目在支
付宝里已经有 2320 万人次捐赠
募集善款 1600 余万元。 目前，公
众在蚂蚁金服公益上就可以对
该项目进行捐款，并且捐赠后可
以取得电子捐赠票据。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
有视力障碍人士 1731 万人，其
中，盲人有 500 多万人。 每年新
增的盲人有 40 多万人。 与这一
数据相比，“我送盲童一本书”
项目能够覆盖的范围还十分有
限，需要更多公众、更多社会组
织的加入。

在图书室阅读的盲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