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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近日，由腾讯公益“回响计
划”携手腾讯影业合作的青年导
演，共同推出的纪录短片《同行》
正式上线，这也是腾讯公益携手
腾讯影业继 2 月 28 日世界罕见
病日上线纪录短片《不“罕见”的
一天》后，又一部“小红花回响光
影录”作品。 短片由青年导演杨
雨豪执导、拍摄，青年演员李昀
锐特别参演配音，以“持证上岗”
的导盲犬奶豆的视角，写给自己
遗憾“落榜”小伙伴默默的一封
信， 展现了导盲犬的成才不易、
艰难突围，侧写重重坎坷下，“勇
敢狗狗不怕困难”， 导盲犬与视
障人士同行之路的难能可贵。

3 月 4 日晚，北京 2022 年冬
残奥会正式开幕。 冬残奥会上，
会有一群特殊的“志愿者”参
加———导盲犬，他们将陪伴盲人
运动员走上奥运赛场。 我国现有
超 1730 万视障人士，目前“持证
上岗”的导盲犬不足 200 只。 短
片希望聚焦导盲犬成长、陪伴视
障人群共同生活的故事，呼吁关
爱视障群体，共同助力建设社会
无障碍环境。

导盲犬经严格筛选测试
淘汰率超 50%

从懵懂无知的幼犬成长为
合格的导盲犬，整个过程大约需
要 18 个月的时间，学习 30 多项
科目，从专注力、服从性、稳定性
等各方面进行严格的考核，淘汰
率超过 50%。

培训通常在幼犬出生两个
月后开始，它们首先会被送到幼
犬养育志愿者家中进行社会化
训练，适应家庭和人类生活的各
种公众场所； 小犬长到一岁左
右，会送到导盲犬训练基地进行
集中“学习”。 驯导员会从几方面

对这些小犬进行考核，比如是否
愿意学习、 能否长时间保持安
静、是否紧张好斗、是否容易被
周边环境分散注意力等。

正如片中西安阳光使者导
盲犬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阳光使者导盲犬基地”）的导盲
犬奶豆的经历，当它穿上导盲鞍
之后，即承担起作为“盲人第二
双眼睛”的使命。 它们需要学会
克服恐高、绕开障碍物、寻找目
的地、找人行横道、过马路看红
绿灯、找电梯、找滚梯、乘坐公共
交通、无视嘈杂环境……通过多
达 30 门功课的学习训练， 导盲
犬才有资格“毕业”。

短片《同行》中，预备犬由于
“默默” 在路面考试中失误三次，
最终不得不被遗憾淘汰。淘汰后，
它将作为基地的展示犬， 参与基
地日常组织的互动、科普活动。

基地中的“奶豆”顺利毕业
后，免费适配给提交申请的盲人
按摩师张红革，每天带领张红革
来往于按摩店、菜场等地。

“我之前总觉得自己是家里
和孩子的负担，想过轻生但又害
怕。 刚开始独自和奶豆出门行走
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担心，担心
奶豆把我领迷路，没想到它走得
这么好。 我第一次体
验到失明以来， 不寻
求别人帮助可以自己
出远门。 是奶豆彻底
改变了我的生活，伴
我走出谷底， 迎接黎
明。 ”张红革说。

也正是由于如此
严格的筛选和训练，至
今历史上从未有过任
何一例导盲犬伤人事
件。 真正的导盲犬有
正规机构出具的工作
证，而且仅会免费交付

于通过正规渠道申请的视力残
疾人。 有了导盲犬，更多盲人可
以走出居民楼、推拿店，走向新
的生活区域、更多的城市，甚至
走上奥运会的赛场。

机构通过互联网创新思路
服务更多视障群体

截至 2019 年，中国视障人群
数量已经超过 1730 万， 其中有
800 万是盲人， 而全国现役的导
盲犬数量，不到 200 只。 而影片
中奶豆的母校阳光使者导盲犬
基地，是陕西省乃至西部地区唯
一一家导盲犬培训机构，能够在
导盲犬繁育、培训、应用、适配等
方面提供专业性指导。

导盲犬数目稀少， 其培养成
本高，培训基地缺乏收入来源，是
国内多家导盲犬培训基地的共同
境遇， 西安阳光使者导盲犬基地
也曾多次陷入生存危机， 一旦倒
闭关张，导盲犬将没有去处。

互联网公益提供了新的出
路。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筹款、接入
线上微信小程序、开设公益微店，
让导盲犬机构拨云见日： 更多的
捐助来源、更强的用户粘性，以及
模式创新成为可能。 阳光使者导

盲犬基地校长王兴说， 在学校最
低谷时， 很多视力障碍患者打来
电话， 问什么时候可以适配导盲
犬， 还有甘肃的视障人士打电话
来要排队， 这也成为了他和搭档
坚持下去的精神动力。

近年来，阳光使者导盲犬基
地积极利用互联网工具来组织
筹款、汇报项目进展、组织线下
社群活动等，已连续三年参加腾
讯 99 公益日。 2021 年 8 月，阳光
使者导盲犬基地在腾讯公益平
台开设项目主页，开始学习并熟
悉互联网公益运营，培育机构的
数字化能力。 在腾讯公益平台
上，还有全国多家导盲犬机构积
极利筹集爱心资金，并反馈项目
进展。 不仅如此，阳光使者导盲
犬基地开设公益微店，商品包括
含有导盲犬卡通形象的新年台
历、卫衣、T 恤、购物袋，这些公益
周边图样全部由志愿者设计，将
基地培育出的 8 条导盲犬设计
成惟妙惟肖的动画形象，为基地
创收，为爱心见证。

腾讯公益携手腾讯影业
聚焦现实，温暖《同行》

为进一步推动公益行业的

透明化制度建设，让公益行之有
效，腾讯公益开展“回响计划”，
让资助人用最直观的方式看到
公益资的源流向和成果，输出一
个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生态。

“回响计划”通过各种创新
的传播形式，让爱心网友直观感
受到善意给他人带来的改变。
“公益透明一直是腾讯公益平台
关注的焦点，也就是捐赠人关切
的重点。 我们也将持续为公益行
业提供更多‘数字化工具箱’，助
力公益行业可持续发展。 ”腾讯
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葛燄说。

腾讯影业早在两年多前，携
手新丽传媒、 阅文影视共同发起
青年导演培养计划， 由韩三平先
生担任艺术总监，旨在通过选拔、
培养和扶持国内外高潜青年导
演，赋能青年人才。腾讯集团副总
裁、 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程武表
示：“社会的痛点是公益的起点，
我们相信这些公益故事的生命
力，也希望通过影像的力量，让这
些故事进一步走向公众， 成为更
多人开启公益之门的钥匙。 ”

去年 11 月，腾讯公益“回响
计划”首次携手腾讯影业合作的
青年导演，正式开启“小红花回
响光影录”，希望以影视的形式，
呈现公益故事。 公益是一项长期
的事业，“小红花回响光影录”希
望用每一帧画面记录点滴善意，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短片《同行》是“小红花回响
光影录”继 2 月 28 日世界罕见病
日，上线纪录短片《不“罕见”的一
天》后，又一部聚焦现实的温暖作
品。 本片导演杨雨豪的硕士长片
剧本《红暑》曾获第 28 届金鸡百
花电影节·创投大会“艺术之光”
优胜项目、潜力导演两项大奖，并
获 2019 年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
项目创投“优秀项目”奖。 不同于
毕业作品， 这次是难得的拍摄体
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视障人
士出行的不易， 看到了导盲犬对
一位视障人士甚至是她背后的一
整个家庭的改变和意义， 同时也
被可爱的导盲犬和可敬的训导员
所付出的努力而打动”。导演也愿
这封导盲犬第一视角的来信，能
给大家带来更多对小群体的认
知，“对于导盲犬和训导员在长达
一年多的艰苦训练中的付出来
说，一部仅 10 分钟的纪录短片无
疑是单薄而渺小的， 但我想通过
这一份或许不起眼的努力， 打开
一扇小小的窗， 让他们所成为的
那束光不仅可以照亮视障朋友们
脚下的路，也可以被更多人看到，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友善而包
容，哪怕是一点点也好”。未来，将
有更多由腾讯影业合作青年导演
执导， 继续聚焦公益领域人生百
态的纪录短片面世，敬请期待。

我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盲
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
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无障碍环
境建设条例》亦明确，视力残疾人
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 应当
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公共场所的
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提供无障碍服务。 导盲犬能否被
广泛认可和接纳， 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视障人士能否顺利融入社
会，获得自力更生的机会。

（据央广网）

倡导无障碍环境建设
接纳导盲犬就是接纳盲人

西安盲人按摩师张红革在导盲犬奶豆的陪伴下， 不仅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出行、社
交，还从重度抑郁症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它对我的帮助不仅仅是外出行走，更多

的是给了我信心。在我后半生里真的感谢它的到来，奶豆改变了我的生活。’当奶豆带领张
红革第一次入座‘导盲犬友好剧院’陕西大剧院西安音乐厅剧场时，导盲犬和主人相伴《同
行》的故事，正徐徐展开。

《同行》剧照：
西安盲人按摩师张红
革与导盲犬奶豆

阳光使者导盲犬基地利用互联网工具组织筹款、汇报项目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