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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女生助言语障碍者“好好说话”

让言语障碍者“好好说话”

在校社会实践时，杜心童曾
接触过这样一位 9 岁小女孩：因
患有唇腭裂， 她说话常常被嘲
笑，所以越来越沉默，不愿与人
交流。

像小女孩这样， 中国有超 1
亿的言语障碍者， 除了唇腭裂，
发育迟缓、口吃、嗓音问题、听力
障碍、自闭症、脑瘫等等情况，都
可能引发言语障碍。 只有经过语
音矫正训练，他们才能逐渐改善
状况。

但国内言语康复市场治疗
师和障碍者供需严重失衡。 与超
1 亿的言语障碍者相对的， 是国
内专职言语治疗师（ST） 只有
10000 人， 而这个数字在美国是
将近 20 万。

杜心童想改变这种现状。 因
语音矫正方法与杜心童所从事
的播音主持存在诸多重合，2016

年，杜心童在学校组织成立“筑
笑公益”实践团，后注册为学校
社团，改名为“倾音”，尝试培养
播音主持、语音学以及康复学等
相关专业的志愿者、语训师提供
发音矫正服务。

2019 年， 倾音开始尝试以
商业手段扩大服务范围， 并解
决自我造血问题， 从全职公益
转进商业。

“现在有人问倾音到底是做
公益还是做商业的， 回答是，我
们是做言语康复的。 ”杜心童表
示， 无论外壳是公益还是商业，
倾音的核心都在服务对象身上，
最重要的是能不能为他们创造
真正的、更好的价值。

通过成立教研组， 倾音通
过不断向国内多家三甲医院、
国内多个言语康复理论学派、
以及港台地区还有美国的语言
病理学理论体系及实践经验，
紧密结合倾音教学团队的实践
经验， 力求让理论和实践最大

化的互相作用， 融合梳理形成
了一套言语语言发展 CDS 课
程体系， 这套课程体系主要包
括五大核心板块： 功能性及器
质性构音障碍的言语矫治、语
言认知能力发展、 听力语言康
复、语畅康复、嗓音康复。 针对
多种原因导致的言语语言能力
不足提供解决方案。

倾音从两个方面为青少年
儿童言语障碍人群提供言语语
言发展服务：在核心城市建立线
下体验中心，而线上服务非核心
城市，如此构建可循环可持续的
业务模式。

商业模式上，线下倾音通过
言语障碍者集中的渠道精准获
客，实现高转化高毛利，值得注
意的是倾音的线下体验中心一

个季度就在上海跑通 mvp。 而线
上通过免费直播、短视频等方式
引流沉淀， 从而转化成付费用
户。 同时对于经济困难的家庭，
倾音通过牵手社会各界的爱心
力量， 用公益支持覆盖服务成
本，为经济困难的家庭进行免费
的言语康复训练。 倾音不希望有
家庭因为经济原因，错过孩子康
复的机会。

语音面貌恢复率 98%

与国外成熟的产业相比，不
论是企业机构的运营模式和技
术课程、言语治疗人才，还是国
家政策扶持和职业资格认证等，
国内都存在着较大差距。

“推动该产业的发展，能够

填补市场需求，能够让更多的患
者开口说话，也能够真正地实现
社会价值。 ”杜心童表示。

在提供服务时，杜心童希望
能做到更人性化。 比如，在对孩
子进行发音矫正时，团队的教师
会将果酱涂在需要记忆的发音
位置，因为使用辅助设备会让孩
子很痛。“我们的理念是不仅要
把孩子教好，而且想让他们的体
验是愉快的，回忆是好的。 ”

为了打造中国领先的语言
康复社会企业品牌，倾音认为
持续的培训高质量供给的能
力是最关键的，以 CDS 课程体
系为核心理论支撑，产出的分
级师资培养体系是核心壁垒
之一。

倾音希望培养出的师资，不
仅具备专业硬实力，同时能够具
备较强的同理心、责任感，当她
真正选择这个职业时，是出于认
同自身肩负的职业使命。

共同驱动倾音团队的，是
使命感， 是为服务对象创造价
值的成就感。 从志愿者到助教，
再到全职的中级语训师和高级
语训师， 倾音希望通过这样的
师资成长路径， 遇见和筛选能
够陪伴言语障碍人群很远的路
的那群人。

同时，倾音还荣获 2018 年中
国公益慈善大赛金奖 ，2018 年

“社创之星”金奖等，杜心童本人
还登上福布斯年度“30 岁以下精
英榜”。 （据社会创业家）

通过公益诉讼，一种列入保
护名录的美丽小鸟———红梅花
雀，在目前国内唯一的栖息地得
以有效保护。

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一个个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犯受到法律制裁……

近年来，西双版纳州检察机
关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着眼点，
主动服务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州和法治西双版纳建设，健
全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为西双版纳构筑起守护青山绿
水的司法屏障。

红梅花雀有了完整栖息地

2020 年 3 月初的一天，西双
版纳州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
主任李瑜和该部检察官王龙，到
景洪市勐龙镇勐宋村委会履行
公益监督职责时发现，该村委会
曼卖窑村小组和曼窝科村小组
附近的西双版纳布龙州级自然
保护区内康某等 5 户村民开垦
土地种植茶树。 后经西双版纳州
林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侵占
的林地面积共 38.7 亩。侵占所在
区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红梅花

雀栖息地。
据了解，红梅花雀属小型鸟

类，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
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和《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lUCN）2013 年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目前，在勐
宋栖息着仅有的 50-70 只红梅
花雀。

2020 年 3 月 19 日， 该院在
履行公益诉讼公告程序后，根据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集中管
辖有关规定，向玉溪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
求依法判令 5 被告人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清除非法种植的茶
树，恢复被侵占林地原状；通过
西双版纳州级资讯媒体向社会
公众赔礼道歉。

猎捕珍稀野生动物受惩处

公益诉讼保护红梅花雀栖
息地，只是西双版纳检察机关履
职保护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的
一个典型例子。 当地检方提起的
一些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不
但保护了野生动植物，还使非法
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罪犯

受到法律制裁。
2020 年 1 月 19 日， 勐腊县

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全州首例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岩某某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案，在勐腊县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

勐腊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
该案时发现， 岩某某非法猎捕、
杀害国家 I 级重点保护、 濒危野
生动物巨蜥的行为，侵犯了国家
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造成了国
家资源损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
益， 在受到刑事处罚的同时，还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遂积
极启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的立案调查程序。

2020 年 5 月 19 日， 勐腊县
人民法院判处岩某某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10000 元，
赔偿国家经济损失 10000 元。

打造热带雨林司法保护样本

近年来， 西双版纳州检察院
党组把公益诉讼工作作为“一把
手”工程，作为推动“四大检察”发
展的重要内容全力推进， 形成全

州公益诉讼工作“一盘棋”格局。
李瑜说， 在强化组织领导，

推动工作落实的同时，全州两级
检察院还设置专门负责公益诉
讼工作的检察部，指定专人负责
公益诉讼工作，外聘法学、林业
等专家担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使办案质量及效率均得到明
显提升。

2019 年 3 月，西双版纳州检
察机关开展了为期 4 个月的“守
护雨林方舟” 公益诉讼专项行
动，先后在易武、布龙、勤养、尚
勇等保护区及两县一市的 14 个
乡镇， 对 395 宗 3766.28 亩涉案
土地实地调查取证，共获取公益
诉讼案件线索 163 起， 立案 163
件，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153 份，
检察建议均得到相关行政部门
的采纳并及时整改。

2020 年 4 月至 7 月，西双版
纳州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团队在
全州范围内开展生物多样性保
护公众参与进万家专项活动，共
到 29 个乡镇、2 个街道办事处、
112 个村委会、263 个村小组，集
中宣讲 220 场次。

此外， 为探索保护模式，西
双版纳州检察机关主动与西双

版纳州林草局、西双版纳国家自
然保护区管护局沟通协调，共同
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针对
破坏亚洲象生存环境的行为，推
动易武保护区野生动物廊道建
设; 在国家自然保护区勐养子保
护区创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人民检察院生物多样性公益诉
讼保护基地”； 在西双版纳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勐养管护所、西双
版纳布龙州级自然保护区管护
所、勐海县布朗山班章村委会等
地挂牌成立“检察机关公益诉讼
保护联系点”。

3 年来， 西双版纳州检察机
关共立办各类公益诉讼案件 377
件。 一个个公益诉讼案件的办
理，实现了办理一件、教育一片
的社会效果。

“全州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虽
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离人民群
众的新期待新要求还有较大差
距。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本地生
物多样性的优势和特点，积极作
为，打造点、线、面、网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西双版纳检察模式，主
动当好生态文明建设的‘检察排
头兵’。 ”李瑜对将来的工作充满
信心。 （据《云南法制报》）

公益诉讼为西双版纳生物多样性筑起司法保护屏障

95 后女生杜心童就想改变中国绝大多数发声障碍者都
没办法接受语音矫正的社会问题。 2016 年，她创立

“倾音”，致力于为各类原因导致的青少年儿童言语障碍人群提
供言语语言发展服务。 如今，倾音已发展成提供多样化线上线
下服务的语言康复品牌。

截至目前，倾音语言、语音、嗓音恢复率 98%以上 ，续费率
95%以上，满意度接近 100%。

此前，倾音完成 200 万元种子轮融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