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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哑病人

入院的第一天，徐银文就感
受到不便利。 确诊新冠肺炎转入
后湖院区后， 家属再不能陪床。
一个人住院期间，徐银文和医务
人员的交流全部依靠纸笔。

“聋哑人就医不易”，崔竟深
有体会，疫情之前，她时常受聋哑
人病患委托前往医院做手语翻
译，借助助听器，她可以把医生的
话用手语转达给病患。 医生的专
业词汇和病人的病症表达对双方
而言都是困难所在， 崔竟在翻译
过程中也会格外注意准确。

但没有了手语翻译，大部分
听障患者只能通过读唇、观察对
方表情来辅助沟通。 但防护衣和
护目镜断送了这一可能，对于不
擅书面语写作的徐银文来说，纸
笔费时费力，却是当下唯一可行
的沟通方式。

但是在打给志愿者卢小强
的视频里， 徐银文却难抑忧虑，
他用手语告诉卢小强：因为自己
在医院表达困难，和医务人员纸
笔交谈有些内容看不懂，便不懂
装懂。

“不懂装懂是聋哑人最常见
的表现。 ”崔竟说，就疫情期间聋
哑人的就医问题，“如何找到一
种方式实现安全性和实用性的
平衡？ ”她曾考虑过视频在线翻
译，但最终因为实用性不佳而搁
置计划。

疫情下的武汉，对聋哑群体
而言， 听力的阻隔带来不少困
难。 不仅是就医困难，他们连基
本的资讯获取都比正常人滞后，
对疫情的反应也来得晚。 防护物
资告急，甚至求援都成难题。

30 岁的崔竟出生在聋哑人
家庭，父母都是聋哑人，崔竟在依
靠助听器获得听力后， 文字能力
和资讯获取能力与正常人无异。

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武汉“守
语者”公益小组的负责人，在她
900 名微信好友中， 聋哑人士超
过六成。 自 1 月 22 日以来，她不
断收到来自聋哑人群的线上咨
询，“我的社区在哪里？ ”“怎么在
网上买口罩？ ”“残联电话，我要
怎么打？ ”

“他们对疫情反应迟缓”

“守语者”的抗疫行动，便是
从新闻资讯的普及开始的。“守
语者”和其他公益团队先后翻译
制作了“如何居家隔离”“如何预
防粪口传播”“如何使用防疫物
资”等多条手语视频。 这些都是
崔竟挑选的“实用”“权威”“重
要”的资讯。

2 月 5 日， 崔竟在朋友圈发
布了一条手语视频。 这一天，她
被朋友告知，朋友的聋人父亲不
顾家人劝阻聚众打麻将，直到家
人无奈报警，数位聚众打麻将的
聋哑人才被遣散。

视频里， 崔竟眉头紧蹙、手
势飞快， 用手语强调：“疫情严
重，人传人，聚众打麻将易感染，
明知故犯，无异于犯罪！ ”

在武汉，登记在册的听障人
士有近万人。 聋人圈子小，事情
传得快，聚众打麻将的聋人父亲

一天接了数个视频电话。 他一进
门就挥舞双手跟女儿吵起来：

“全武汉的聋人都跑来跟我视频
讲道理！ ”

这都归结于聋哑人群体对
疫情的反应迟缓，从疫情的刚开
始，他们获取资讯就显得比正常
人要滞后许多。

1 月 20 日前后，在钟南山发
布新冠肺炎“人传人”后，崔竟已
然重视起来， 除夕夜的“团年
饭”，亲戚齐聚，在她的强调下，
菜盘和火锅盆里都备好了公筷。

她不断把相关的新闻资讯分
享到家族群和聋哑人群里， 告知
大家要防护。 但得到回应却
是———“小题大做”， 她的聋哑人
父母并没有当回事； 而在同城的
聋哑人微信群里， 崔竟的建议不
但没有被重视，甚至被指“添乱”。

1 月 23 日，武汉关闭离汉通
道，市内公共交通暂停。 不少老
年聋哑人在这天出门乘公交，发
现公交久等不至， 来群里询问，
被群友一通视频电话解释之后，
这才明白出了什么事。

卢小强是“守语者”的线上
志愿者，他发现，自己的聋哑人
母亲同样信息滞后。 平日里 54
岁的母亲独自在家，卢小强忙于
工作，此前未曾跟母亲强调任何
疫情资讯。 直到 1 月 23 日，卢小
强从外地回到老家，母亲才问起
他：“为什么外面很多人都戴起

了口罩？ ”
“守语者”针对聋哑人的疫

情需求登记工作中，问到“为什
么没有及时准备物资”， 得到的
回答几乎如出一辙：“新闻频率
太快，没有手语翻译。 ”“我们聋
人看不懂新闻，不清楚外面发生
什么事，等反应过来，所有的药
店都买不到口罩了。 ”

崔竟说， 在聋哑人群体中，
中老年聋哑人资讯尤为落后，

“他们更喜欢看手语， 对文字理
解能力会不及年轻聋哑人”。

无声的救援

2 月初，由崔竟主导，三位听
人（听力正常的人）、五名聋人组
成的抗疫队伍临时集结了起来，
计划在疫情期间为受困的湖北
聋哑人提供支持。

8 名成员精通手语且文字能
力尚好，均来自“守语者”公益小
组， 这一组织由崔竟在 2014 年
创立，旨在为听觉特殊的人群创
造平等沟通的机会。

行动之初，为摸清聋哑人群
的困难和需求，“守语者”和其他
志愿团队合作，一份面向湖北残
障人士的问卷在网络发放。 但事
后崔竟发现，回收的 200 余份问
卷中，只有一份是来自聋哑人。

事实上，“听”“说” 的障碍无
处不在，“寻求帮助的聋人很多是

完全使用手语的、 且文字能力不
太好的，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问
卷很少见，基本上不会遇到，他们
也不会填写。 ”崔竟在事后总结。

2 月 8 日， 募集到一批物资
后，崔竟在“守语者”的微信公号
上发布一则自己录制的手语视
频， 她鼓励有困难的湖北聋哑人
士报名申领物资、进行需求登记。

与以往不同的是，填写问卷
不再是唯一渠道，添加志愿者的
微信后，聋哑人士可以直接和志
愿者视频进行需求登记，有三名
志愿者 20 小时在线提供手语沟
通支持。

不到两天的时间里， 超过
150 名聋哑人前来求援。 在崔竟
的统计中，求助者有 95%都是老
年人，“他们以手语作为母语，在
文字交流上存在较大困难”，这
些老人，后来成为崔竟和志愿者
们主要的帮扶目标。

2 月 9 日这天， 视频通话不
断， 志愿者卢小强有些应接不
暇， 经常是在打字的过程中，文
字还没发出，他就被突然弹出的
视频电话邀请“抖”进了新的聊
天界面。

电话接通，不出意外，屏幕上
大多是中老年人的脸。 在卢小强
例行的文字询问中， 老人往往文
字回复速度慢，句式短，大多更习
惯手语沟通。 这时候卢小强就会
主动邀请对方进行视频通话。

驶向聋哑人的物资车

多日来，8 名志愿者帮助的
中老年聋哑人有百余名，虽然数
量不大，但过程并不容易。

此前崔竟募集到一批爱心物
资，因为沟通疏忽导致它们均以到
付的方式被寄往武汉各聋哑申请
人家中，而“守语者”服务的中老年
聋哑人大多不会接收快递，更别说
到付。崔竟在第一时间要来了所有
的快递单号，以便随时跟踪进程。

同城的物资派送，崔竟会尽
量避免使用快递；如果遇上给聋
人寄件，崔竟一定会在收件人名
字后面备注：聋人，请发信息。

2 月 10 日，在收到中国红十
字会基金会救援分队捐赠的一
批物资后，崔竟决定第一时间内
派送给求助的聋哑人士。

崔竟的聋人父亲不放心，也
跟着一起出了门。 一辆鄂 A 牌的
物资车，贴上了社区开具的通行
证，载着父女俩和志愿者三名听
障者，横跨武汉的各个城区。

一路上，负责联系的崔竟忙
个没停，“完全没办法将视线移
开手机”。

不管什么时候，“通知” 对聋
人而言都是个大问题。 是发短信
呢还是打电话？“电话铃声听不
到，如果手机不在身边，不论如何
我们都是无法联系上聋人的”，如
果短信通知就意味着更长的时
耗，因而这一天，崔竟需要提前几
个小时联系聋人， 视频电话不接
就一遍遍发短信， 以确保他们在
派送的时间段注意手机。

考虑到潜在的交叉感染风
险，派送物资的过程避免直接接
触，84 消毒片和口罩往往会由崔
竟的父亲提前放置在小区的板
凳上、窗户口、路灯下等一些固
定位置， 待对方赶来取走后，再
由崔竟在安全距离内当场用手
语告知其使用方法。

在到达武汉市汉阳区赛博
园小区门口后， 崔竟站在远处，
看见自己事先放置在门卫处的
袋装 84 消毒片被对面的人拿到
手后，这才走近。 眼前的女人一
身黑棉衣， 露出红色家居裤，借
着车前灯，崔竟在距离她 2 米左
右的位置停住脚步。

“一颗消毒片，一瓶水，500ml，
静置完全溶解。 ”崔竟打着手语，一
个空的矿泉水瓶被她紧握在手，作
出 84消毒片的使用示范。

“谢谢你。 ”对面的女人也挥
手回应：“注意安全。 ”

类似的无声对话重复在武汉
的各个小区上演， 从下午 6 点至
凌晨 1 点，经过 7 小时的派送，84
消毒片、 口罩和体温计等物资最
终被分赠给 30个聋人家庭。

这是崔竟在疫情期间为数
不多的一次外出，车辆载着她驶
过武汉三镇，在城区中心的高架
桥上，作为唯一行驶的车辆，崔竟
第一次发现， 高架桥一侧成幢的
30 层高楼房， 家家户户都亮堂。
而曾经的武汉中心城区， 如今人
车寥寥， 崔竟戴着助听器的耳朵
也听不到城市声响， 她怀念起街
市的热闹， 还有每周二周五，在
汉口江滩的手语角，那曾是聋哑
人的盛事。 （据《新京报》）

无声的战疫：

武汉城内的聋哑人
2 月 10 日，一张戴着氧气面罩的苍白面庞出现手机屏幕上时，志愿者卢小强被吓得倒吸一口凉气。

屏幕里，43 岁的徐银文（化名）一身蓝白条纹相间的病号服，周围病床环绕。
聋哑人徐银文因急性阑尾炎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入院治疗已 6 天，这天，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他确认

感染新冠肺炎，转入后湖院区。
“我要口罩 20 个”，这通视频，徐银文希望为妻儿准备 20 个口罩。 “没有口罩，他们怎么来医院看

我？ ”他有点着急，用手语表达着。
在武汉，登记在册的听障人士有 1.3 万人。 对这个群体而言，听力的阻隔带来不少困难，他们资讯获

取滞后，对疫情的反应比正常人慢，防护物资也告急，甚至求援都成难题。 武汉市聋协 2 月 19 日的统计
中，在汉聋哑人已有 24 例确诊，10 例疑似，6 例死亡。

当下，“如何帮助武汉聋哑人”成为 30 岁的崔竟现在最为棘手的问题。 她也是一名听障人士，另一个
身份是“守语者”公益小组的负责人，这个组织致力于改善听障人群沟通状况，团队成员也多为聋哑人，因
为精通手语，且文字能力尚好，疫情期间，崔竟带领卢小强在内的 7 名志愿者，为武汉受困的聋哑人群提
供定向帮扶。

“守语者”志愿者接受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救援分队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