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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盲童捐建阅览室---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西安市盲哑学校、

赤峰市民族特殊教育学校、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和 

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项目执行报告 

2017 年 12 月 22 日 

为使广大盲童与其他健全儿童一样获取相关信息、学习有关知识和接受应

有文化教育，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中国盲文出版社密切合作，开展“我为

盲童捐建阅览室---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西安市盲哑学校、赤峰市民族特殊

教育学校、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和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项目，努力为盲

童送知识、送文化、送科技、送温暖，积极将知识的载体、社会的关爱传递到

广大盲童手中。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募集善款 50 万元，拨付给中国盲文出版社，定向

用于资助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西安市盲哑学校、赤峰市民族特殊教育学校、

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和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捐建盲文阅览室。 

该项目现已执行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执行 

10月底     50万元爱心捐款拨付到中国盲文出版社。 

11月初     组织捐赠物品寄发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西安市盲哑学校、 

赤峰市民族特殊教育学校、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和 

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 

11月底     学校收到捐赠物品。 

12月底     收到学校相关信息反馈、有关材料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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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建情况 

注：五所学校共计拨付善款 50万元（10万元/所×5所）。 

三、成果展示 

 

 

 

 

 

盲文阅览室配建标准（10 万元） 
序

号 
名称 产品简要介绍 

 数量 

（台/套) 

1 
盲文 

优秀读物 

盲生优秀读物，如世界名著、励志读物等（369 种） 
2 套 

2 
大字本 

优秀读物 

低视力盲童经典大字本读物，包括文学、历史、自然、科技、

音乐、艺术、医学、养生等多个方面（592 种） 5 套 

3 
新视野 

学习百科 
大字本学习百科（100 种） 5 套 

4 
明盲对照 

儿童读物 
植物大战僵尸等（76 种） 1 套 

5 无障碍电影 
以讲解方式，帮助盲生更好的理解影片，最大程度获取

影像信息，获得与健全人一样观影体验（110 部）  
1 套 

6 阳光读屏软件 
能够帮助盲生阅读电脑文字，清晰发音，可支持 win10 操作

系统使用 
4 套 

7 
文星 

助视器 

4.3 英寸 TFT 高清液晶屏，实时图像显示， 500 万像素摄像

头，自带补光灯，四种可选场景；支持图像放大、定格、存

储、九种色彩模式和图片回放功能；录音、音频播放功能；

支持外接显示器，支持 HDMI、NTSC 或 PAL 格式 

4 台 

8 

文星 

点显器 

40 方 

盲用点显器，盲人的电脑显示器，40 方盲文点字单元；6 个

按键输入及光标键输入；操作简单，无需安装驱动程序；小

巧，便于携带 

1 台 

  合计 

 100000 

（原价

13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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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 

 

图为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盲文阅览室 

 

图为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盲生感谢爱心网友捐赠 

 

图为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盲生在阅览室内借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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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安市盲哑学校。 

 

图为西安市盲哑学校盲文阅览室 

 

图为西安市盲哑学校盲生在阅览室内借阅 

 

图为西安市盲哑学校盲生在阅览室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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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赤峰市民族特殊教育学校。 

 

图为赤峰市民族特殊教育学校盲文阅览室 

 

图为赤峰市民族特殊教育学校低视生在利用助视器学习 

 

图为赤峰市民族特殊教育学校盲生在阅览室内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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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 

 

图为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盲文阅览室 

 

图为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在借阅 

 

图为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低视生在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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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 

 

图为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在排队借阅 

 

图为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盲文阅览室 

 

图为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感谢网友爱心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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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故事分享 

（一）读书点燃智慧，知识照耀人生 

自从学校有了盲文阅览室以后，我现在每天复习完当天所学知识后，都要

去阅览室再读一会自己感兴趣的书，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我更加坚定了自己

现在的选择。想想当初学习按摩时，只是为了学习手法，就要去老师那里练了

一个暑假的铁砂带。最近刚读的一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天地有阴阳，天有六

气，地有五行，人为天地交感而生。当其时立八字。定其形定其性，年更月更

日更运转人长，当其气有多少，形有盛衰。外有六淫炼其形，内有七情动五脏。

人有脉经筋练了内外上下，一切因果病灾皆有定数。”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传承

的医学经典。通过阅读，给我很大启示：一是尽力完成每一件事。有位名人曾

说过：“什么是不容易?不容易是把每天应做的事每天都坚持做。什么是不简单?

不简单就是把每件事都做得最好。”二是要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无

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问题，都要积极地去面对，用乐观的态度去化解。 

总之，感谢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爱心捐赠，有这些好书做我的良师益

友，相信我以后的学习生活会更加多彩。 

   

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特教 1601班盲生  张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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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读出未来，书送希望 

我叫史妮，就读于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中医康复保健专业。前些天，老师

告知我们学校建了个盲文阅览室，是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爱心网友捐赠

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盲文阅览室是专门为我们视障学生

提供的阅读场所，懂盲文的可以阅读盲文书，低视力的可以利用助视器阅读普

通书或大字本书。阅览室安排在一楼，有完善的盲道和无障碍扶手，便于盲生

通行。书架和阅览书桌都是专门定制的，边角也做了圆化处理，用手摸上去感

觉非常光滑。除了非常好的阅读环境外，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我们捐赠的

书籍种类也很丰富，除和我们专业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医药》、《中国养生保

健技术操作规范》、《腰腿痛简便自疗》等书籍外，还有很多文学、历史、法律、

音乐、科学、英语和生活常识等方面的书，走进阅览室就仿佛是置身于书的海

洋，这些书不仅可帮助我们提高和巩固专业知识，还可以学到其它方面的知识，

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最后，再次对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爱心人士说声感谢！我们一定不会

辜负你们的期望，好好学习，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特教 1602班  史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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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国演义》读后感 

《三国演义》中有很多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关云长和诸葛亮。因为关云长

有勇有谋、重情重义，诸葛亮足智多谋、神机妙算。 

书中最遗憾的我认为就是张飞了，他一世英名却毁于两个无名小卒！我最

讨厌的人物是孟获，孔明三擒他，服了就放了他，结果还是被司马懿杀了。最

为狡诈的是曹操，他十分阴险，善于利用他人，但他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我

们可以从《龟虽寿》中体会到他不服老的精神和他的雄心壮志；也可以从《观

沧海》中感悟到人生的真谛。最勇猛的人，我认为是赵云！他手持枪，身穿甲，

杀敌无数，但有勇无谋是他最大的缺点。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形态，但个个

都是英雄好汉！ 

《三国演义》共有一百二十节，每一节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节的内容都

十分精彩。纵读全文，每个情节都引人入胜，紧扣心弦，仿佛给读者呈现了一

部完整的电影。读完三国有很多启示，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名著是经得起反复

阅读的，好的名著伴我一生成长。 

    

西安市盲哑学校七年级  安肖楠（指导教师：张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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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读《梅里山鹰》有感 

《梅里山鹰》这本书是著名动物小说作家沈石溪写的。 

书中主要讲梅里母鹰——金蔷薇和自己两个孩子的故事。两个孩子一个叫

鹰金追，一个叫鹰蓝灿。在第二个孩子刚冲破蛋壳的时候，他爸爸英勇牺牲了，

所以，毫无疑问他是爸爸的再生。因为只要母鹰生了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一

定会爆发一场生死对决，而那时候，就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母鹰金蔷薇不忍心

看着自己的孩子鹰蓝灿和鹰金追手足相残的情景，用尽心血，改变了梅里山鹰

原状，不可思议地保留了两只幼鹰。经过长时间努力，它把鹰蓝灿和鹰金追哺

育成了一对名副其实的兄弟鹰。从此以后，只要有培养兄弟感情的机会，母亲

就会想方设法的让这对兄弟互相依靠彼此。 

读完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只要树立目标，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我们一定

要珍惜兄弟姐妹情谊，懂得哪怕多一个也不是坏处的道理，反而还能互相依靠。 

       

西安市盲哑学校八年级 梁燊（指导教师：雷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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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谢信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 

    你们好！见信如面！ 

首先我要感谢叔叔阿姨！非常感恩给我们捐赠了那么多的图书！真心的说

一声“谢谢你们！”“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一本好书，一本

自己喜欢的书，是非常让人舒心的！这种舒心源于你们的爱心传递！最近，我

们学校的图书室接收了一批新的图书，我们纷纷来到图书室借书。大家都借到

了自己中意的图书。尤其是我，借到了自己期盼已久的医学和文学类图书。 

我一直认为，文学类图书会让我理解的更多，知道的更广;医学类图书会

让我对以后的学习提前做个了解，让我能够更好地学习。但是，以前学校并没

有关于这方面的书，可是如今却不一样了。我能够安心地阅读大量的这种类型

的图书啦！感谢这次无私为我们捐赠图书的叔叔阿姨们！我不敢说自己一定能

够见到你们！也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够报答你们！更不敢说自己一定读完所有图

书。我只能保证我会读完我喜欢的图书。以此来报答叔叔阿姨们赠书的恩情！ 

最后再次谢谢你们！祝叔叔阿姨们生活幸福！一切顺利！ 

     

赤峰市民族特殊教育学校九年级  张纭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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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读书有感 

读书现在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读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书籍的熏陶下，

从思想境界，写作能力，以及生活经验方面都有很大帮助，这是我爱上读书的

原因。对我而言，其实自己读的书并不算多，所接触的类型有限，但不同类型

的书，给我的感觉是不同的。名著是要细细品味的，必须静下心来逐字逐句的

阅读，边读边思考书中情节，达到融入书本的感觉。推理类的书，要时刻注意

力集中，体会学习书中人物的智慧，或许在平时生活中，某些智慧可以改变一

些事情。读书的目的对我来说首先是娱乐，其次是学习。所以一些学习类图书

也是需要阅读的。看杂志，品味历史故事，在文学中进一步了解世界，拓展自

己的知识面。无论读什么书，只要能找到感觉，我就愿意读下去。对于许多文

学、历史等蕴含大量信息且需要细细阅读的书，实体书的存在尤为重要，读实

体书可以让自己更专注，记得更多，读起来更方便。感谢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给我们视障学生捐赠了这么多又好看又好玩的书，我一定抽出专门的时间，

争取多读书。读书是要有感觉的，通过读书的过程，收获的无论是知识还是经

验体会，或者只是简单的心情放松都是可以的，这就是读书的意义。 

   

赤峰市民族特殊教育学校高二班 付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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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读书心得 

    读书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快乐，更是一种深层次的学习，俗话说“书读百

遍，其义自见”。以前的我年少，书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个词而已，想起来了看

看，从没有放在眼里，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渐渐爱上了阅读，读书一定

要静下心来慢慢体会，你会发现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在探索这个世界的过程

中，会发生许多有趣的事情，如《格林童话》里的《灰姑娘》、《白雪公主》、《长

发妹》……使我身临其境地感受每一个人物，教会我如何正直做人，如何掌握

自己的生活，每一个小故事都给我带来惊喜和喜悦，同时也体会到作者丰富的

想象力，在《三国演义》里又让我回到古代感受诸葛亮的智慧，张飞的勇猛…… 

以及千军万马带给我的震撼。 

    前些天，阅览室又新添了好多书，问过了老师，才知道是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为我们捐赠的，我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马上借阅了一套《米莉和茉莉》

系列的书，这套书的内容虽然非常简单，但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地方，锻炼我

的思维和想象，我读的书不多，但每一本都读了很多遍，每读一遍会发现新的

东西，在书中我找到了乐趣，默默给自己定下目标，争取在毕业前把阅览室里 

的书全部读完。 

        

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盲九班  高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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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阅 览 室 

近日，班里老师告诉我们阅览室又来了一批新书，“真好！我又有更多课

外书可以读了”！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蚂蚁金服公益平台网友给我们捐赠的这些图书

品种众多，几乎涉及到了方方面面，我尤其喜欢其中的历史故事、神话故事和

中外名著等书籍，可是由于自己以前读书较少，在这些书中我只能看懂一部分，

里面很多内容特别深奥，感谢有些理解不了，真的很后悔以前没有好好的积累，

书到用时方恨少。我默默地告诉自己，以后要好好积累，坚持阅读，总有一天

我相信我会读懂每一本书的。 

现在，每当课余时间我就会立刻去阅览室借上几本去读，生动的故事深深

的吸引着我，而且让我产生了写作的念头。这些书中，还有一些特别适合低年

级小朋友阅读的书，这样他们在读书方面也会有更高的起点。 

我喜欢这个图书丰富的盲文阅览室，在这里可以体会故事中人物的悲欢离

合，激发我写作的热情。 

 

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盲九班  孟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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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间处处有真情 

书对于我们来说是无比重要的，它就像是必备的补品。有了这些补品才能

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在平淡乏味。书是我一直追求的，是我所眷恋的。 

对于我而言它就是心灵的导师，是对孤独的安慰。我视书如生命，有了书

我就不会觉得内心空旷，不会觉得世界灰暗。读书会让我无比快乐，我渴望读

书就如渴望清新的空气和清澈的水源，我急不暇择的心情哪怕是只有一张纸我

也会视为珍宝。但是因为视力的障碍，又因为我校图书馆的书籍不是很多。所

以，同学们读起书来也有一定的困难，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我校的盲孩子

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给我们捐赠了很多很多的书籍。让我们这些饥渴已久孩子，

可以尽情在书的海洋了畅游。 

你们的爱心如春天般的温暖，让每个人的心里暖暖的；你们的善举真正的

解决了我们读书的困难。你们送的一本本书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也是对于

我们精神上的鼓励，此刻的我觉得心里暖暖的，真是人间处处有真情啊。我们

不会忘记这一刻，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发愤图强，用你们提供的读物来扩充

我们的知识面。最后请让我发自肺腑的对你们说一声：谢谢！ 

        

                     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高二班  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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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感谢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赠书 

中国十九大闭幕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送来的温暖。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我校捐赠了一大批图书，使我校图书馆的图书更加丰

富。看到还没有来及完全摆放至书架上堆成小山似的图书，我感到心里一片火

热激动不已。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可以阅读的书籍，让我们在学校里能望眼世

界，与现在的社会零距离接触。 

我们视力不好的学生，需要的盲文图书在原来是很少的，我们班的学生都

是非常爱看书的人，因为学校图书馆里盲文书特别少，所以我们会使用盲文的

同学，几乎摸遍了学校图书馆里的所有书，但是他们却不满足于这少许的书籍，

所以只能看电子书。我想大家看过网文的都知道，用电子的是比不上看实体书

更有韵味，更何况他们是用读频读出来的，这也为他们学习课外知识制造了好

多麻烦。我的同学听说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要捐赠一大批图书，其中还有

盲文图书时，他们都很是激动。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高尔基的一句名言。它已经揭露了书籍对人的

重要性，它是文明延续的必备物质之一，也是我们人生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品。

我想有了这些图书之后，我们的眼神里，又会多出几道神采，我们会更充实。 

        

           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高二班  王新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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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益人名单 

西安市盲哑学校受助者名单： 

http://www.cfdp.org.cn/jjhwmdxm/jjhwsmtybs/szzmd/201802/P020180226382189024619.pdf 

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受助者名单： 

http://www.cfdp.org.cn/jjhwmdxm/jjhwsmtybs/szzmd/201802/P020180226381488870343.pdf  

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受助者名单 

http://www.cfdp.org.cn/jjhwmdxm/jjhwsmtybs/szzmd/201802/P020180226381808055354.pdf  

赤峰市民族特殊教育学校受助者名单： 

http://www.cfdp.org.cn/jjhwmdxm/jjhwsmtybs/szzmd/201802/P020180226381104999156.pdf 

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受助者名单： 

http://www.cfdp.org.cn/jjhwmdxm/jjhwsmtybs/szzmd/201802/P020180226379822607694.pdf  

http://www.cfdp.org.cn/jjhwmdxm/jjhwsmtybs/szzmd/201802/P020180226382189024619.pdf
http://www.cfdp.org.cn/jjhwmdxm/jjhwsmtybs/szzmd/201802/P020180226382189024619.pdf
http://www.cfdp.org.cn/jjhwmdxm/jjhwsmtybs/szzmd/201802/P020180226381488870343.pdf
http://www.cfdp.org.cn/jjhwmdxm/jjhwsmtybs/szzmd/201802/P020180226381488870343.pdf
http://www.cfdp.org.cn/jjhwmdxm/jjhwsmtybs/szzmd/201802/P020180226381808055354.pdf
http://www.cfdp.org.cn/jjhwmdxm/jjhwsmtybs/szzmd/201802/P020180226381808055354.pdf
http://www.cfdp.org.cn/jjhwmdxm/jjhwsmtybs/szzmd/201802/P020180226381104999156.pdf
http://www.cfdp.org.cn/jjhwmdxm/jjhwsmtybs/szzmd/201802/P020180226381104999156.pdf
http://www.cfdp.org.cn/jjhwmdxm/jjhwsmtybs/szzmd/201802/P020180226379822607694.pdf
http://www.cfdp.org.cn/jjhwmdxm/jjhwsmtybs/szzmd/201802/P02018022637982260769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