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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的力量———盲童世界里也有光亮
有一种生命，困于黑暗；
有一种声音，点燃希望。
在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

阅读声、陶笛声、讲课声……声声
相续，从未止息。这些来自志愿者
的声音，帮助 50 多名盲童获取新
知，亲近艺术，追逐梦想。 他们当
中， 有的登上舞台， 有的考入大
学，有的重拾生活的勇气。

虽然“视界”无光，但他们的
世界充满光亮。

我用耳朵找到光亮

声音，是盲童和外界沟通最
重要的渠道。 在哈尔滨市特殊教
育学校，声音尤其珍贵。

小瑞童，今年 9 岁，先天失
明。 每周四下午，她都会早早站
在三楼阅读室门口，等待即将开
始的绘本阅读课。

“同学们好！ ”一声问候传来。
“任老师好！ ”小瑞童和她的

20 多个伙伴准确喊出了今天的
讲课老师———任丽群。 她是爱心
团体“耕读绘”的一名志愿者。

由于盲文书籍数量有限，一
些盲童摸读速度不高，这些志愿
者便利用活动课时间，为孩子们
诵读绘本。

“风轻悄悄的， 草软绵绵
的。 ”读到这句，任丽群便停下
来， 拿出准备好的毛绒玩具，一
一发给孩子。

“这就是软绵绵的感觉。 ”长
颈鹿、天线宝宝、小白熊……孩
子们拿在手里，贴在脸上，仔细
抚摸。

课间， 一首《天空之城》传
来，悠扬婉转。 循着曲声，推开一
间教室的门，一个瘦高男孩站在
教室一角，吹奏陶笛，面向窗外
“凝望”……

这个男孩叫邹新宇，初二学
生，双目失明。 一向寡言的他，只
要拿起陶笛， 笑意就会浮上面
庞。 这首曲子是他前几天跟着

“神笛”马良老师新学的。

马良是一位陶笛爱好者，一
个偶然机会了解到，特教学校没
有陶笛课，便萌生了教孩子们吹
陶笛的想法。

“去年春天上第一节课，来
了二、三十个学生，后来又增加
到七八十个，课堂不得不从教室
搬到了食堂。 ”马良有些遗憾，一
个人实在教不了这么多学生，最
后只留下 25 个。

课间、午休，甚至放学以后，
校园里经常传来陶笛声。“有些
孩子很内向，不愿多说话，音乐
成了他们表达自己的重要方
式。 ”马良说。

与平日的喧闹相比，周末的
校园安静得多。 但在一些高年级
教室，经常传出一些讲课声……

“被录取了！ ”十年前视力下
降那天起，马爽就没想过，自己
能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再过几
个月，她将进入山东一所医学院
学习。

她把好消息最先告诉了“姐
姐”崔靖宛。 崔靖宛是东北农业
大学助残支教志愿者协会的大
三学生。 三年来，她一直给马爽
补习化学。 在马爽看来，“姐姐”
的讲课声，是她冲刺高考路上的
向导。

“盲童基础薄，学习比较吃
力。 周末，不少盲童跟着大学生
志愿者多学些知识，既是课内学
习的补充， 也是不可多得的陪
伴。 ”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盲
部教学主任尹英说。

“虽然‘视界’无光，但我们
用耳朵找到了光亮。 ”马爽说。

黑暗中，那最美的声音

阅读声、陶笛声、讲课声……
这些声音不似洪钟震耳， 不曾惊
天动地，却如涓涓细流，滋润着孩
子们的心田。

从东北农业大学到哈尔滨
市特殊教育学校，要乘坐一个半
小时的公交， 往返就是三个小

时，大一学生王珏和她的同伴风
雨无阻。

20 岁的王丹看不见汉字，小
她 8 个月的王珏读不懂盲文。 讲
课，全凭一张嘴。

辅导盲文题时，王丹先把题
目摸读出来，念给王珏。 王珏记
录下来， 再把解题思路讲给王
丹，王丹边听边记。

有时， 两个小时一堂课，只
够讲几道阅读题。 王珏说：“慢，
不怕， 只要能让她多学一点，我
就一直教下去。 ”

相比高年级学生面临的高
考压力，低年级的阅读显得轻松
许多。 但如何选绘本，设计什么
问题，怎么和孩子互动……成为

“耕读绘”志愿者们最挂心的事。
在课堂上， 读到舒缓处，他

们放慢语速；读到激动处，他们
声调高扬。 随着声音起伏，孩子
们或神情紧张， 或皱起眉头，或
面露喜色，或骤然忧伤……他们
喜欢，并且陶醉。

慢慢地，“耕读绘”形成了默
契———树伟老师讲绘本故事，马
澜老师讲儿童文学，秋菊老师讲
国学经典……每堂课都来两三
名志愿者，他们从未缺席。

这边，读书声未落；那边，陶
笛声又起。

“要把孩子的手指分别放在每
个气孔上，告诉他们每个指法代表
的音符。一个音高，要唱十遍、二十
遍，他们才能记住。 ”马良说。

刚学陶笛时，孩子们遇到不
懂的地方，不愿开口问，马良很
头疼。 但他没想到，一旦入门，他
们竟然学得很快。 同一首曲子，
普通孩子要学两节课，他们一节
课就能吹下来。

因为“杰出”的表现，邹新宇
得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马
良珍藏多年的限量版陶笛。 他把
陶笛挂在胸前，当成自己最贴心
的宝贝。

不久前的一次“为爱献声”
主题活动上，邹新宇和同学一起

受邀参加了表演。
“这些孩子身上有闪光的天

赋，是上天为他们打开的另一个
世界。 ”马良说。

声声相续， 让爱的光照亮
孩子的前途

如果说爱心让声音充满力
量，那么持之以恒的付出，给这
声音增添了更闪耀的注脚。

从最初说不清从句的概念，
到现在连长句子都分析得“很
溜”，不到一年，王丹的英语水平
明显提高。 在“小老师”的帮助
下，她离大学生活更近了。

2015 年以来，东北农业大学
助残支教志愿者协会先后有 60
多名学生参与到助残服务中。 其
中，10 多名盲童学生从中获益。

老一届的学生毕业了，新一
届的学生又补充进来，一届接着
一届。

“只要有上大学的意愿，不
管他们成绩怎样，我们都会给他
们辅导。 ”东北农业大学助残支
教志愿者协会副会长袁智群说，
把知识教给需要的人，是我们最
骄傲的事情。

每到特教学校的毕业季，这
些“小老师”也会被邀请来，一起

分享这份喜悦。
牵挂不止，声声相续。 志愿

者成了特教学校的常客，每次到
访都如同赴约一般，甚至不会因
为时空距离而改变。

“一位志愿者离开了哈尔
滨， 还把自己的朗读录成光盘，
邮寄回来。 ”“耕读绘”发起人刘
英说，每颗志愿之心都是一粒珍
珠，把珍珠串起来的，是对孩子
们共同的牵挂。

最近一次绘本课上，任丽群
给孩子们讲起霍金的故事：“以
后遇到困难，你们会怎么做？ ”

“不抛弃，不放弃！ ”
孩子们异口同声，响亮且坚

定……
“给他们一缕阳光，他们会回

馈一个温暖世界。 ”任丽群说，孩
子们心底的纯真、善良和美好，比
我们更丰盈、更强大、更富足。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公
益献声者， 通过一些线上小程
序，录下自己的朗读，把声音传
递给更多盲童孩子。

很多孩子可能不知道这些
志愿者的名字，更看不到他们的
容貌， 却清楚记得每个人的声
音———或欢快，或温柔，或知性，
或幽默，充满爱与力量。

（据新华社）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展览。
展厅如暗室一般没有丝毫光

线，参观者甚至看不见离眼睛只有
几厘米的物体，更不要说脚下的参
观步道。每一件展品都靠参观者用
手触摸去感受，第一次进入展厅的
参观者免不了为这种黑暗紧张，觉
得参观的过程是如此漫长。

别担心，这场“伸手不见五
指”的展览是在模拟盲人的视觉
体验。 18 日，在北京汽车博物馆，
北京市文物局主办的“闻·悟北
京”之“博物馆里看时光流转”系
列活动的重头戏———“看不见的
博物馆”主题活动在此进行。 在
盲人讲解员的引导下，观众们体
验到了一座“看不见的博物馆”。

“请大家猜猜，刚才摸到的
是什么？是什么材质的展品？ ”盲
人讲解员王志华问起参与者的

感受。 大家猜测“有两只耳朵，是
兔子吧”“刚才感觉好像是一个
青铜壶” ……当这场黑暗中的

“参观”结束，灯光亮起，眼前的
展品和大家猜测的相去甚远，也
引发了在场观众的热烈讨论。

“刚才大家触摸到的是青铜器
‘猛虎食人卣’的仿制品，它是中国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目前流失
在日本。 想必大家在触摸的时候，
心中的形象一定和实物差距很大
吧。 ”王志华笑着对参观者说。

在这座“看不见的博物馆”
里，普通参观者在盲人讲解员的
带领下进入由遮光幕布营造的
全黑暗主体验区，触摸多种材质
的展品、 脚踩人工草坪和“甲
板”、 倾听周围气流变化的细微
波动、 感受耳畔风声带来的速
度、 体验不同的空间环境变化。

最后， 大家进入圆形复明体验
区，在“有声有光”的状态下，重
新体验博物馆中的文物。

王志华告诉记者， 对于盲人
来说， 失去视觉的生活并非像大
家想象的那样单调。“我们除了视
觉之外其他感知能力会变强，对
声音、触感、湿度、温度都会有比
普通人更加灵敏的体验。 我们能
够使用手机，乘车出行，也能感知
四季，逛博物馆。 ”王志华说，“所
以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体验让普
通人了解我们盲人的体验。 ”

本次展览的策划人李则思
介绍，今年开展的“看不见的博
物馆”主题活动，思考如何让盲
人从被“帮扶对象”成为博物馆
中的“主角”。

“去年我们希望能够帮助盲
人走进博物馆， 偏重的角度是如

何用形象化、比喻化的讲解词，让
盲人朋友能够感受到展品的形状
和尺寸等具象。今年我们‘反向而
行’，‘邀请’参观者从盲人朋友的
角度去体验博物馆， 给视力正常
参观者一次特殊角度的体验。 ”李
则思进一步解释， 以往我们已经
习惯以单一的视觉感官去接收生
活中的信息， 在逛博物馆的时候
也是如此。 今年的这项体验有助
于普通观众跳出主观认知， 跳出
眼见为实的刻板印象， 调动所有
感官感受博物馆多维度的魅力。

参观者除了触摸展品之外，
还得以在参观过程中聆听来自
正阳门博物馆的雨燕鸣叫、来自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永乐钟声、
来自西山大觉寺博物馆的诵经
声和智化寺的京音乐。

“仅凭在黑暗中的触摸，难以

拼凑出一件展品的形象。 想象和
真实的巨大差距， 给我强烈的触
动。最开始‘失去’视觉，有一种对
未知的恐惧感， 后来其他的感官
感受开始变得敏感。 我听到了钟
声、鸟叫、水流、诵经、音乐……对
文博之美的认知变得更全面了。 ”
一位观众这样表达体验感受。

“通过‘沉浸式’非视觉体
验，可以使参观者对展品在触摸
和聆听的同时，启发和鼓励人们
从多个维度理解博物馆传递出
的精神和文化，也从另外一个角
度理解我们的生活。 ”李则思说，

“只有让更多人‘看’到盲人的世
界，才能设身处地为这个群体设
计服务。 我们希望未来能有更多
盲人朋友们走进博物馆，像普通
人一样接近文物，更好地了解我
们的精神遗产。 ” （据新华社）

用心感受，一座“看不见的博物馆”

东北农业大学助残志愿者、大一学生王珏（右）为哈尔滨市特殊
教育学校盲人学生王丹补习英语（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