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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绚烂多彩的花海可以让恐惧与忧愁治愈，有人说，澄澈透蓝的

天空可以让思绪与梦想畅游，但盲童眼中的世界是黑暗的，看不到蓝蓝的天空，

看不到彩色的花朵，不知道父母的模样，不知道大千世界的苍茫浩瀚。然而

通过阅读却可以走出心灵的桎梏，通过手指间的触摸就可以领略大自然的芬

芳。翻阅一篇篇盲童的读后感，我们用爱搭建的书屋悄然间已经改变了孩子

们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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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Project Introduction

我送盲童一本书项目是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依托中国盲文出

版社执行，为全国各省盲校、特教学校在校盲童与低视力儿童捐赠盲文读物

及阅读辅具的公益项目。项目为盲童、低视力儿童提供捐赠优秀盲文读物及

辅助助视器具，为盲校及招收盲生的特教学校建立盲文阅览室。

盲童书年报.indd   7 19/8/27   12:15



05/06

包括世界名著、励志读物等盲文书籍；涉及文学、历史、自然等方面的适合低视力儿童的大字本读物；

适合明眼人和盲童一同阅读的明盲对照儿童读物；有声读物；无障碍电影等。

包括盲人便携式听书机、盲人电脑辅助使用软件、盲用点显器、助视器等。

包括盲生阅读所需的盲文图书、大字本图书、触觉语音地图以及高科技盲用电子产品等文化助学产品。

盲文读物：

辅助助视器具：

盲文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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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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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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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经国务院批准于 1984 年 3 月 15 日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基金会的宗旨是弘扬人道，

奉献爱心，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理念是“集善”，即集合人道爱心，善待天下生命。工作目标是努力建设

成为公开、透明、高效率和高公信力的慈善组织。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成立以来，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大力倡导扶残助困的良好社会风尚，积极开展募捐活

动，筹集资金，努力改善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等各方面状况。在邓朴方会长的领导下，培育了“集善扶贫

健康行”、“启明行动”、“助听行动”、“阳光伴我行”、“集善嘉年华”等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项目，

推动了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中国盲文出版社受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领导 , 是为全国盲人出版制作盲人文化产品并提供综合性文化服务的公益

性文化出版机构 , 是国家公益性出版和人道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自 1953 年 12 月开展工作以来 , 在政府支持

和社会各界帮助下 ,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盲人服务的宗旨 , 栉风沐雨、艰苦创业 , 已形成全方位、多形态的盲

人文化产品和服务体系 , 主要出版盲文读物、有声读物、大字版读物、汉文图书、电子出版物和无障碍影视等

盲人文化产品 , 提供盲用信息化产品和盲人用品用具服务 , 开展文化产品公益性销售、资源支持、辅助技术研发、

盲人文化研究和海内外盲人文化交流等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中国盲文出版社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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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新疆

项目收入
来源 : 支付宝公益平台

项目支出
来源 : 支付宝公益平台

捐赠收入占比

2018 年全年

2018 年全年

2019 年上半年

2019 年上半年

月捐收入

小额捐赠收入

760.35万元 

540万元 

917.59万元 

300万元 

2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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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报及项目效果
Audit report an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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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Aided Schools
受助学校名单

2018 年

南宁市盲聋哑学校（47 人） 

玉林市特殊教育学校（34 人） 

桂林市聋哑学校（20 人）

开封市特殊教育学校（53 人） 

聊城特殊教育中心学校（30 人） 

海口特殊教育学校（62 人）

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52 人） 

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59 人） 

六盘水市特殊教育学校（58 人） 

遵义市特殊教育学校（60 人） 

昆明市盲哑学校（150 人） 

贵阳市盲聋哑学校（123 人） 

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198 人）

新疆残疾人职业中专学校（70 人） 

15/16

济南特殊教育中心（83 人） 

新乡市盲聋哑学校（65 人） 

定西市特殊教育学校（26 人）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101 人） 

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92 人） 

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117 人）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680 人） 

郑州市盲聋哑学校（135 人） 

郑州市特色教育中专学校（150 人） 

宁夏特殊教育学校（110 人） 

商丘市特殊教育学校（126 人） 

菏泽市特教中心（141 人） 

四平盲童学校（280 人） 

乌鲁木齐市盲人学校（99 人） 

甘孜州特殊教育学校（38 人） 

潍坊盲童学校（92 人）

济宁市特殊教育学校（1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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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Aided Schools

2019 年上半年

贵州特教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06 人） 

沈阳市盲校（160 人） 

武汉市盲童学校（198 人） 

临沂市特殊教育中心（111 人） 

天水市特殊教育学校（31 人） 

内蒙古特殊职业技术学校（44 人）

平乡县孟杰盲人学校（93 人） 

山西特殊教育中等专业学校（154 人） 

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156 人） 

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360 人） 

青岛市盲校（100 人） 

泉州市盲聋哑学校（113 人） 

福州市盲校（115 人） 

合肥特殊教育中心（98 人） 

龙岩市特殊教育学校（31 人） 

枣庄市特殊教育学校（36 人） 

滨州市特殊教育学校（37 人） 

日照市特殊教育学校（31 人） 

太原市盲童学校（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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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Media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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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时报：让盲童多读一本书

19/20

2019 年 5 月 7 日第 06 版  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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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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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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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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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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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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国民阅读率”、“阅读榜”、“全民阅读”等话题再一次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然而，

盲童的阅读情况却少有人关注。“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这是世界读书日的主旨之一，

每个人都有享受阅读的权利。为了解盲童的阅读情况，记者来到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的孟杰盲人学校。

孟杰盲人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创建于 1999 年，是当地唯一一所视障残疾人培训学校。自创办以来，共

有 400 多名盲人学生，学有所成，走向社会。目前，该校共有 93 名盲生。

阅读深刻影响盲童  盲校难以满足需求

盲童也能阅读？这可能是大多数人的疑问。盲童当然能阅读，只是他们的阅读方式不同于常人。他们的双

手替代了双眼，通过指尖触摸盲文书上凹凸的点字，来辨认文字，进行阅读。

在孟杰盲校，一位名叫宁梓的女孩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宁梓今年 13 岁，上小学五年级，阅读的时候，会

面带微笑。

“为什么阅读的时候会笑？”记者问。

 “读到好玩的地方，就会很开心。”宁梓回答。

中国社会组织杂志：保障盲童阅读权利，重塑

盲童“精神家园”

23/24

2019 年第 09 期  记者  程楠

盲童书年报.indd   26 19/8/27   12:16



宁梓喜欢读神话、童话、校园小说和世界名著，有时速度快，一个星期就能读完一本书。

同样在孟杰盲校的万永康也非常喜欢阅读。万永康今年 16 岁，上小学六年级，非常喜欢历史方面的图书，

已经读过《三国故事》《三国演义》等书籍。在盲校，和宁梓、万永康一样热爱阅读的盲童，非常的多。

这些盲童正处在人生中的起步阶段，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阅读能帮他们获取知识、开拓视野、陶冶情操；

更重要的，阅读还给了他们战胜黑暗的勇气和信心。

一位读过《老人与海》的盲童，激动的写下自己的读后感：我最喜欢《老人与海》，我被主人公桑提亚哥

坚持不懈的精神所震撼，从他身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与黑暗抗争的日子里，要永不言败。

孟杰盲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张建立介绍，阅读对盲童还有许多的好处，诸如有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提高

孩子的表达能力和人际交流能力，帮助孩子更好的融入社会。

孟杰盲校很早就意识到阅读对盲童的重要性。2012 年，盲校建立了阅览室，但受限于办学经费，课外书

寥寥无几。直到 2015 年和 2019 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我送盲童一本书”公益项目，先后两次向学

校捐赠了价值 22 万元的书籍和盲用阅读产品，包括一千多种盲文书和大字本、读屏软件、助视器、点显器和

无障碍电影等，才让盲童们有书可读。

然而，捐赠的书籍还是难以满足全校盲童的阅读需求。

盲文书籍经过反复借阅后，容易耗损，有些页面凹凸的字点已经无法辨别，以至于孩子们阅读这些书时，

只能“联系上下文来理解”。这些耗损的图书还摆放在阅览室里，但已经难以承受频繁的借阅，需要以旧换新，

才能更好服务盲童。

另一方面，阅览室存书有限，有些想读的书在阅览室无处可寻。万永康对宋朝和清朝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想进一步了解这两个朝代的历史；宁梓则想接触更多的世界名著。孩子们的这些需求，都让阅览室显得“捉

襟见肘”。

“学生将来要走向社会，需要按摩、针灸、中医这些技能类的书籍，年龄小的，需要故事类的书籍。现在

故事类的书种类太少，不能满足需求。”张建立说。

随着科技的发展，有人建议，针对盲校课外书籍的匮乏，可以采用听书机、手机、收音机等电子产品和有

声读物替代盲童的纸质阅读。但张建立却不主张这么做。

张建立也是一名盲人，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教学经验告诉记者，盲童还是应该以阅读纸质书籍为主，阅

读纸质书籍，有利于课堂教学、盲文的课下运用以及一些经典书籍需要反复回味和思索。

宁梓也说，自己更喜欢阅读纸质书籍，因为阅读纸质书籍能发挥自己想象力，这样自己就能“看见”书里

的内容了。

“我送盲童一本书”活动开展 8 年  盲童课外书籍匮乏情况依旧严峻

缺乏课外书籍，并非孟杰盲校独自面临的难题。事实上，有些盲校课外书的匮乏，比孟杰盲校还要严重。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去年到甘肃省定西市特教学校调研时发现，学校阅览室里面，

盲童能借到的，只有语文、数学等教材，课外书籍几乎没有。

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盲校，办学经费紧张是导致课外书匮乏的主要原因。以孟杰盲校为例，孟杰盲校是一

所民办学校，不收取学生任何费用。尽管学校每年有县教育局的拨款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但学校首先要解决教

师工资发放、贫困生补助、学生吃饭和住宿等问题，每年的经费缺口多达 30 万元。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学

校的阅览室只能是一个摆设。

张建立求学时，就经历过没有课外书的艰难。那时，学校还没有阅览室，张建立手上仅有一套盲文版的《本

草纲目》和两三本语文教材。“至于课外阅读，主要是听广播，用来练习盲文记录速度。精神生活几乎是一片

空白。”后来，张建立千方百计托人从北京捎回了两本盲文课外书，如获至宝的反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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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盲校办学经费紧张之外，盲文书的生产和销售也是一大问题。盲文书成本高、工序复杂、生产周期长，

并且只有中国盲文出版社能够策划、生产，也只能联系中国盲文出版社才能购买。

中国盲文出版社副总编沃淑萍介绍，出版社每年出版 1000 种图书，其中 700 种是新书，包括大量适合

盲童阅读的课外书，但有时候新书要排着队等印刷，出版社能做的，只能是加班加点的生产。

如何让盲童也能像明眼人一样，平等的享受阅读的权利？

为此，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了“我送盲童一本书”活动，为全国各省盲校、特教学校在校盲童和

低视力儿童捐赠盲文读物和阅读辅助的公益项目。迄今为止，已经为全国各地捐建了 62 所盲文阅览室，让

6000 多名盲生有课外书可读。

为了保障捐赠的图书真正被盲童所用，捐建之前，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首先会对各地盲校进行评估和筛

选，包括盲校的硬件设施和管理能力等。针对符合条件的盲校，再委托中国盲文出版社进行采购和制作，根据

盲校实际情况进行产品搭配。

活动开展至今，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参与。仅在支付宝上，“我送盲童一本书”公益活动就收到

超过 2300 万份爱心，筹集到的善款超过 1640 万元。

“活动开展了这么多年，我们也开心的看到中国盲文阅读的推广，已经比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发

展。”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然而，据中国盲文出版社统计，我国共有盲校和特教学校 681 所，“我送盲童一本书”所帮助的，只是

其中的一部分。想要彻底为盲童“解渴”，改善他们“无书可读”的困境，无疑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持续参与

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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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曾主持《七巧板》《大风车》等栏目的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节目主

持人鞠萍姐姐，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一起走进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孟杰盲人学校，关注那里的盲

童读书情况。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还为该校师生带来了几百本盲文书籍。

孟杰盲人学校创建于 1999 年，位于河北平乡县东辛寨村，是当地唯一一所视障残疾人培训学校，自创办

以来，共有 400 多名盲人学生从学校学成后走向社会。目前在校生 100 余人全部为盲人。

在学校的阅览室里，鞠萍姐姐和同学们一起上了一堂有趣的阅读课，每个盲童准备了一个小故事。当听说

今天给他们做辅导员的是鞠萍姐姐时，他们都争先恐后地举起手来。他们的双手代替了双眼，指尖在凹凸不平

的盲文书上，辨识文字，大声地读出来，抑扬顿挫，脸上都挂着笑容，那么专心，那么快乐。

鞠萍姐姐也为盲童们声情并茂地朗读了一则童话《旅伴》，讲述了一个爸爸如何登上孩子生命舞台的故事。

故事温馨感人，揭示了陪伴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真想不到，孩子们那么喜欢阅读，读的那么好！”孩子们的表现让鞠萍姐姐深受感动。

孟杰盲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张建立解释说，盲文纸质书、网络电台和有声读物是盲童最主要的阅读途径。

虽然近年来有声读物等电子书越来越丰富，给孩子们提供了很大的阅读空间，但学校更提倡学生进行盲文学习，

一是作为一项基本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就像我们明眼人，翻阅墨香的阅读喜悦是“听书”无法替代的。

中国新闻社：鞠萍姐姐为盲童发声：每个人都有阅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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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的宁梓告诉鞠萍姐姐，她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阅览室是她最喜欢来的地方。宁梓向鞠萍姐姐说了

她的心里话，她梦想长大后也能成为一名主持人，给大家带来快乐。但是，学校阅览室的课外读物还是少，很

多想读的书都没有。

“什么时候能有新书啊？”

孩子们的问题让鞠萍姐姐有点心酸。此前她从基金会那里了解到，一本盲文书的制作工艺复杂、周期长、

成本高昂、品种数量有限，要比普通书籍复杂得多，除了纸张和装订有要求外，在盲文的印制方面无法大规模

批量生产，这就使供应总跟不上需求。而我国约有学龄盲童 13 万。他们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渴望知识、渴望光明、

渴望快乐。对于盲童，一本好书可以开阔视野，陶冶性情，给他们带来无穷的力量甚至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改善盲童阅读状况，怎么办？中国残疾人福利基基金会自 2011 年就发起了“我送盲童一本书”公益项

目，旨在向公众筹集善款，帮助贫困盲童在阅读中成长，用知识改变命运；依托中国盲文出版社覆盖全国各地

盲校、特教学校的发行网络，将知识的载体、社会的关爱传递到盲童手中。截止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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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送盲童一本书”项目为全国捐建了 62 所盲文阅览室，惠及

6000 多名盲童有了课外书可读。

孟杰盲人学校阅览室即是其中的一所，建于 2012 年。里面的图书全是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的。

这次，又为学校带来了 500 本新书。“即使如此，还是满足不了学校 100 余名孩子的阅读需求。”

 对此，鞠萍姐姐表示，阅读，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能够获得知识，改变人生。对于那些看不到光明的盲童来说，

阅读显得尤为重要。“阅读不仅打开了他们的视野，提升了他们的精神追求，更给了他们战胜黑暗的勇气和信心。”

鞠萍最后表示，她将向社会发出呼吁，号召全社会都来关注盲童的阅读。她说“每个人都享有阅读的权利。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联合起来，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请坚信，行动的意义，相信小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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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着一本校园小说，13 岁盲童宁馨（化名）沉浸其中。大多数时候，她的脸上挂着动人的微笑，读到悲伤处，

眼泪流淌。

宁馨在河北省平乡县孟杰盲人学校上学已有 6 年。刚来时沉默寡言，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如今，阅读让她

变得阳光，她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名主持人，把快乐和爱心传递给其他盲人。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我送盲童一本书”项目为包括宁馨在内的许多盲童带去阅读的快乐。因其公益性、

规范性与有效性获得公众的持续支持。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国民阅读率”这一话题被广泛关注。人们越来越重视读书，许多盲童却面临

无书可读的状况。

问题的解决仅靠一个公益项目是不够的，需要全社会的支持。

为盲童“精准送书”

语文、语文、语文、历史、历史、历史……顺着盲文书架一路看过去，都是这样的书。

甘肃省定西市特教学校两个视障教育班级的孩子们，除了教材，盲文课外读物匮乏。

去年底，“我送盲童一本书”项目向该校捐赠了数百本盲文和大字本优秀读物、读屏软件、助视器、点显

器和无障碍电影等盲用阅读产品。

孩子们抚摸着崭新的书籍，心中快乐无以言表。

人民政协报：谁为盲童阅读“解渴”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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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省邢台市，今年 38 岁的张建立从孟杰盲人学校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身为副校长的他回忆上学

岁月：“只有一套盲文版的《本草纲目》，两三本盲文版语文教材以及一本盲文自学教材。至于课外阅读，主

要是听广播，用来练习盲文记录速度。精神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

孟杰盲人学校由当地盲人穆孟杰所创，是一所面向农村盲生全免费的学校，现有 93 名在校生以及 23 名

教职工。早年办学经费主要依靠穆孟杰四处表演所得，如今尽管获得当地教育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每年

仍有 30 多万元的经费缺口。

 办学条件如此艰苦，建立盲文阅览室更是奢望。幸在 2015 年，“我送盲童一本书”项目伸出援手，捐赠

书籍与设备，为学校完善了阅览室。前不久，项目又捐赠了一批新的读物。

张建立记得，十几年前自己上学时，千方百计托人从北京捎回两本盲文课外书，简直如获珍宝。如今的孩

子们有了丰富的课外读物，“变化很快，社会进步了”。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项目负责人介绍，“我送盲童一本书”项目选择公益性的盲文读物出版机构中国盲

文出版社作为项目图书印制执行机构，在读物版权使用许可上得到了法律保障。

在受助盲校选择上，中国盲文出版社可覆盖全国，并与中国盲人协会、各地区残疾人机构、特教学校取得

有效沟通，保障受助机构能够获得最大化的帮扶效果。项目还委托中国视障文化资讯服务中心进行第三方评估，

保证了精准和有效。

不容忽视的阅读期

“我送盲童一本书”项目设计之初，工作人员纠结于一个问题：以有声读物为主还是以盲文点字书籍为主？

在项目前期调研过程中，中国盲人协会原主席李伟洪作为盲人使用者，讲述了他的体会：“现在明眼人有

电子书了，爱书的人每年还要去图书大厦买几本书读。当我的指尖触碰到点字书籍，带给我阅读的快乐，是其

他阅读方式替代不了的。”

在河北省邢台市特殊教育学校，记者问盲生晓明（化名）：“喜欢听书还是读书？”

“喜欢听书，因为我可以听好多书，看得快。”晓明说，“但我也喜欢读书，因为可以‘看见’书里面的

内容。”

从盲生到教育工作者的张建立，对此问题感触尤深。他认为有声读物不能完全替代盲文书籍，原因有两个：

一是教学必须用盲文书籍，学生可以反复阅读；二是阅读经典名著时的回味和领悟，还得用盲文。

基于此，“我送盲童一本书”项目在捐赠时，以盲文点字书籍和大字本书籍为主体，同时，配备一些有声

读物以及读屏软件、助视器、点显器。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读物的获取十分便捷，通过手机与电脑，张建立身边的盲人朋友都会“追榜”———

喜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排行榜畅销读物。

然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优秀的经典读物是真正的精神食粮。这一阶段的阅读甚至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

多年的教学经历让张建立意识到，阅读可以帮助孩子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同时，可

以帮助学生在精神层面真正融入社会；此外，有助于心理健康，让孩子变得更加积极、阳光和开朗。

“读故事书有着真正的快乐。”晓明说，“学校里的书，再来这么多也不够。”

阅读资源难以下沉到基层

尽管“我送盲童一本书”项目规模越来越大，项目实施方却总有一种紧迫感。

截至目前，该项目在支付宝里已经有 2320 万人次捐赠善款 1600 余万元，为全国捐建了 62 所盲文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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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6000 多名盲童有了课外书可读。

据中国盲文出版社统计，我国共有盲校和特教学校 681 所。“如果把这些学校看成当地盲文阅读的一个

小型资源中心，这 681 所学校都需要盲文阅览室，而我们仅仅帮助了 60 多所学校，差距还很大。”

中国盲文出版社副总编沃淑萍告诉记者，该机构每年出版约 1000 种书籍，其中 300 种属于重印，700

种是新品。新品中，大多数是盲校的课外读物。

这些书基本能满足盲童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精神需求，但沃淑萍也坦承，由于缺乏宣传和推广，工作人员

简单地将书名罗列在网站或图书馆，让读者难以寻找。

目前，盲人购买盲文书籍最主要的渠道是传统的邮购。记者搜索各大网上书城，仅京东、天猫等少数平台

有相当数量的盲文课外读物。

盲童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因观念落后等种种原因并不重视阅读，孩子们阅读的主要“触点”在特殊教育

学校。然而，定西市特殊教育学校与邢台市特殊教育学校等公办机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缺少经费购书，

且现有的盲文书因长期触摸损耗较大，有盲生表示“缺损处只能靠上下文联想弥补”。民办学校更是艰难，记

者在孟杰盲人学校看到，阅览室正在使用的一套生理学知识教材，版本为“199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综上，无论是盲文点字书籍还是优质有声读物，难以真正下沉至基层。

4 月 16 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了第 16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2018 年我国 0-17 周岁未成年

人图书阅读率为 80.4%，其中，9-13 周岁少年儿童图书阅读率为 96.3%。尽管盲童阅读率目前尚无最新数据，

但“我送盲童一本书”工作人员调研所见的结果不容乐观。

为盲童带去阅读的快乐，可谓任重道远。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项目负责人说：“希望社会各界参与项目，

使盲童跨越信息的鸿沟，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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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扫一扫，加入月捐计划

特别鸣谢：

盲童书年报.indd   36 19/8/27   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