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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送盲童一本书项目”2018 年第一期项目 

执行报告 

 

盲童是祖国大花园中同样灿烂美丽的花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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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助残公益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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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为盲童捐建阅览室”2018年第一期项目

活动中，共向中国盲文出版社拨付善款 100万元，定向用于资助南宁市盲

聋哑学校、玉林市特殊教育学校、桂林市聋哑学校、开封市特殊教育学校、

聊城特殊教育中心学校、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拉萨市特殊教育学

校、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六盘水市特殊教育学校、遵义市特殊教育学校

捐建盲文阅览室。 

该项目现已执行完毕，具体资金使用、项目实施和配建情况如下： 

一、项目执行 

2018年 4月初  选配物品，做好寄发准备 

2018年 4月底  100万元爱心捐款拨付到中国盲文出版社  

2018年 5月初  组织捐赠物品分别寄发受捐的每所学校 

2018年 5月底  受捐的各个学校陆续收到捐赠物品  

2018年 6月初  陆续收到受捐学校信息反馈、照片视频和有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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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建情况 

注：十所学校共计拨付善款 100万元（10万元/所×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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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盲文 

优秀读物 

盲生优秀读物，如世界名著、励志读物等（201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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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种） 

3 
新视野 

学习百科 
学习百科（100 种） 

4 
明盲对照 

儿童读物 
寓言故事等（50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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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阳光读屏软件 

专业版 

专业盲文字处理和排版工具。支持汉字到现行盲文、汉语双拼盲文、

通用盲文的自动翻译。可用于盲校教师自主制作盲文资料、试卷、

校本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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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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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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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南宁市盲聋哑学校盲生在阅览室门前合影  

     

        图为玉林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在阅览室门前合影 

     
图为桂林市聋哑学校盲文阅览室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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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开封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在阅览室内借阅    

     
图为聊城特殊教育中心学校盲生在阅览室内阅读  

     

图为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在整理盲文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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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在阅览室内借阅 

     

图为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在阅览室内借阅学习 

     
图为六盘水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阅览室内触摸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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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遵义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感谢爱心捐赠 
  

四、读书体会 

感谢有你                             
书就像一把钥匙，能够打开心中所有的疑惑与不解。我是一个家境比

较困难的孩子，先天视力障碍，很多东西看不清楚，但我很喜欢读书，因

为读书可以使我了解到许许多多看不见的东西。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我

可以用心灵去体会。以前，我很喜欢看《安徒生童话》。之所以喜欢，是

因为在语文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所以我对这

本书一直念念不忘。一个跟我比较要好的同学，她的家境条件较好，知道

我喜欢《安徒生童话》这本书，就用零花钱拿去给我买了一本，我很喜欢

《安徒生童话》，虽然现在不怎么再看了，但是我一直把它很好的保存了

起来。现在，我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虽然我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很乐

观。因为我可以通过读书去了解这世间的一切事物。书就像是我们的眼睛，

带我们观望这个世界，书就像一根蜡烛，照亮我们心中每一个黑暗的角落，

使我们不再感到害怕，从书上让我们学会了很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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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我们捐赠这么多的书籍。感谢你们让我

更进一步的看清大自然，也帮助那些家境比较困难又热爱学习的同学们，

让他们不用为读书的事情而烦恼。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与爱护。 

 

           图为南宁市盲聋哑学校盲学生  黄雅娇 

   我们渴望书籍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每当听到这句话，我是多么羡慕眼睛看

得见的健全人，他们可以尽情地读书破万卷，可我们盲生……因为我们看

不见缤纷灿烂的世界，加上我们生活圈的局限性，所以我们更渴望了解与

知晓这个世界。 

书籍就是我们的营养品，我们渴望知识，渴望书籍。随着我们的长大，

原来的书籍有限，已不足以满足我们的阅读需要了。当得知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为我校捐赠建立专门的盲文图书馆的消息时，我们是无比的激

动，我们终于在学校有自己的图书室了。每当走进图书室，闻着那一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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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味，翻着那一本本崭新的书籍，摸着那一颗颗凸起的盲点，每一本书

每一处点位，都蕴涵着丰富的知识和美好的情感；摸读每一本好书，就像

是走进了美妙、有趣的世界和跨越时间空间，同睿智而高尚的人对话；有

了书籍的陪伴，今后的我们，将不会再感到孤单。  

 

图为玉林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  覃官康 

《女生贾梅》读后感 

最近，我们学校图书馆收到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蚂蚁金服公益

平台的爱心网友们捐赠的一大批书籍和助学产品。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

高兴，恨不得立马就能把那些捐赠的书都读一遍。 

在这批书中，《女生贾梅》是我借的第一本书。书中的主人公叫贾梅，

她很可爱，是个令人羡慕的女孩。她天真活泼，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

这个看似平凡普通的初中女生，却和她的伙伴们一起，演绎出一段丰富多

彩又让人感慨万千的成长故事。这当中，有校园生活的酸甜苦辣，有对美

好未来的憧憬，也有对亲情和纯洁友谊的渴望……这本书勾勒出一幅幅当

代中学生五彩缤纷的生活画面，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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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有几个鲜明的人物，第一个自然是本书的主人公贾梅，一个全身

都是优点、心地善良的女孩。接下来是贾里，贾梅的哥哥，一个调皮、聪

明，但内心同样也很善良的男孩。还有林晓梅，贾梅最好的朋友，一个贾

梅十分崇拜的女孩，因为她漂亮、新潮，还很有才。胖胖的宇宙、见义勇

为的班长邱士力、贾里的铁哥们儿——小鬼鲁智胜……还有张潇洒、张飞

飞、王小明、肖茹、胡彩蝶、简亚平……书中的人物数也数不完，每个人

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都有自己的

独特之处。 

贾梅的生活真是多姿多彩！先是给爸爸戒烟；又给同学打毛线手套；

还在好朋友林晓梅的介绍下，到林晓梅表叔的餐馆里打工，用赚来的钱去

买明星演唱会的门票；还和林晓梅到电影制片厂参加群众演员的挑选，最

后还拍了戏，在一部电影里出演了一个农民，还加了四个特写……让我不

由得纳闷：怎么所有有意思的事都让贾梅碰上了？ 

故事中最精彩的一个大概要数“闪电行动”了。在这一篇章中，贾梅

的隔壁班级出现了一个劣迹斑斑的学生，他偷东西、殴打，无恶不作，还

加入了一个黑帮组织，他的名字叫斑马。一天，贾梅在上学的路上被斑马

踢过来的石子砸伤了腿，很气愤，于是同简亚平、胡彩蝶、吴莉美、王小

明等七人组成了“白色闪电队”，狠狠地教训了斑马，使他不敢胡作非为。

后来斑马遭到黑帮威胁、正遭黑帮成员毒打时，“白色闪电队”再度出击，

赶走了坏人，救出了斑马。故事情节惊心动魄、扣人心弦，严肃中却也透

出了幽默，真是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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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女生贾梅》真的很好，它真实地反映了初中学生的校园生活，希望

今后能有更多这样反映校园题材的好书！   

        

图为桂林市聋哑学校盲生  黄天丽 

囊萤映雪 

“囊萤”讲的是晋代车胤的故事。车胤小时候很喜欢读书，但家境贫

寒，没有很好的学习环境，晚上想读书却没钱买灯油。夏天的一个晚上，

他正在院子里背文章，忽然看见许多萤火虫在低空中飞舞。那一闪一闪的

光点，在黑暗中显得格外耀眼。他灵机一动，想：如果把许多萤火虫集中

在一起，不就成为一盏夜灯了吗？于是，他去找了一只白绢口袋，抓了几

十只萤火虫放在里面，再扎紧袋口，用竹竿把它吊起来，一盏夜灯就做好

了。用了这个办法，他从此便可以在晚上读书了。虽然荧光很微弱，但却

像明灯一样照亮了他的心。由于他勤学苦练，后来终于做了职位很高的官。 

“映雪”讲的是晋代孙康的故事。孙康家也很贫穷，由于没钱买灯油，

晚上便不能看书，只能早早睡觉。他觉得让时间这样白白跑掉，非常可惜。

一天半夜，他从睡梦中醒来，发现窗缝里透进一丝光亮。打开窗子一看，

原来那是大雪映出来的光！咦，刚好可以利用它来看书。于是他倦意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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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穿好衣服，取出书籍，来到屋外。宽阔的大地上映出的雪光，比屋里

要亮多了。孙康不顾寒冷，立即看起书来。手脚冻僵了，就起身跑一跑，

再搓搓手指。此后，每逢有雪的晚上，他都不放过这个学习的好机会，孜

孜不倦地读书。这种苦学的精神，促使他的学识突飞猛进，成为饱学之士。 

世人为了传诵两个主人公好读书、勤奋学习的品质，就有了如今“囊

萤映雪”这个成语。虽然我不曾见过美丽的萤火虫和皑皑白雪， 但我却

能感受到他们那种刻苦成才的精神。我常常问自己，如今这样好的学习环

境和生活条件，我们是否也能取得他们那样的成就呢？ 

敬爱的习爷爷说，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也要以“囊萤映雪”的主人公

为榜样，努力学习，刻苦读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一个自食其力、

对社会有用的人。正所谓：不畏家境贫寒，坚持刻苦读书，囊莹映雪成典

范；承袭传统文化，复兴国人梦想，古都少年谱新章！ 

     

图为开封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  陈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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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信 

    我是聊城特殊教育中心学校视障四年级学生张佳新。我是一个全盲的

女孩，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能看到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却让我

失去了光明。但这并没有让我对生活失去信心。我性格开朗，爱笑，爱读

书。让我更加开心的是，最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我们盲生捐了这么

多好看的图书，我兴奋极了。因为书就是我的好伙伴、好朋友，我能从书

中体会到更多的快乐，我感觉书能懂我，我也能懂它。现在每天写完作业

我都会到我们学校的盲文阅览室内认真地去读书，这是我最享受的时刻。

今后我一定努力学习多读书，做一个懂事又学习好的好学生。谢谢你们！ 

           

            图为聊城特殊教育中心学校盲生  张佳新  

《弟子规》读后感 

    《弟子规》这本书讲的是我们要做一个善良、有仁德的人，要孝敬父

母、要和兄弟姐妹和睦相处。要尊老爱幼，讲诚信。看了这本书以后，我 

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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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经常遇到不讲诚信的人，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往往不能完成。

这是很不好的，如果不讲信用，以后你就会失去别人的信任。有些人有时

候做错事，老师和父母教育他，就和父母老师吵架，这是不尊重长辈的表

现。《入则孝》里就是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不能因为父母批评自己，就

和父母吵架。在学校，我们要感恩我们的老师，老师像是一盏明灯，在黑

暗中照亮我们，是老师教会了我们知识，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没有老师

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家里，我们要和家人和睦相处，不能为了鸡毛蒜皮

的小事就争吵，要尊老爱幼。《出则悌》就告诉我们与人相处不要斤斤计

较，多包容忍让，多说好话不说坏话。这样不必要的冲突和怨恨的事情就

不会出现了。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尊敬长辈，懂得长者先，幼者后，对待他

人要像对待亲人一样。 

古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一个人一直做坏事，就会成

为恶人，以后肯定要遭受惩罚的。所以，做一个好人是不容易的。 

         

图为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盲生  吴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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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我们的图书馆 

我们学校新开了一个图书馆，我非常开心，所以我想找个机会去看看。 

有一天，老师要值班，没有时间给我们上课，所以叫我们去图书馆里看书，

我听了之后，很开心。我们到了以后，哇！好大呀!简直就像一个很大的

迷宫，书架非常高，书的种类也特别多，有神话、按摩、童话等等。我随

意拿起了一本书，这本书是《中国神话》， 里面有关于女娲补天、夸父追

日的故事。这些故事我都非常喜欢，我听说，这些书都是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和蚂蚁金服公益平台的网友捐赠给我们的，非常感谢你们的慷慨解

囊，感谢你们让我们盲生有了学习更多知识的机会，感谢你们让我们拥有

了属于我们盲生专门的盲文阅览室，再次感谢！ 

 

 

 

 

 

 

 

  

       图为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  次仁桑布 

阅读改变生活            

学校有了盲生阅览室，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我们不再因为没事

而感到无所事事，荒废时光了，有了盲生阅览室我们就走进那浩瀚的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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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各位作家们的精神思想和无穷智慧，感受了中医的博大精深，以及各

种音乐的清新灵动，体会到了世界古典文学的传奇色彩。 

一部部小说，一篇篇文章，都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那字

里行间透露出他们的缕缕思绪，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理解他们的远大志

向。在一次次心灵的共鸣中，我们自己的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文学素

养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自从有了盲生阅览室，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我们都无比激动

和喜悦，并深深的感激给我们捐赠图书的爱心人士和爱心单位以及我们亲

爱的学校。我们不再随便浪费时间，不再羡慕那些普通学校的学生，我们

也能像他们一样遨游在书的海洋里，更广泛的了解世界，更细心的体味生

活，更好的想象未来，谢谢你们。 

     

图为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   赵云仙 

盲文阅览室建设之感受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来到这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校园中，就是好好学习，

读书学知识，就是为了我们未来的生活。现在，我们的国家强大了，如今

我们每人手里都有这么些崭新的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同学们，我们现在



16 

的学习用品都是国家和社会爱心人士免费捐赠给我们的，有了这些书籍，

有了这些助学用品，有了这样美好的学校，我们才能安逸地坐在明亮的教

室里，一篇一篇地翻阅各种各样的书，现在各类书籍都整齐地摆放在阅览

室内，等着我们吮吸它的甘露。这些书籍里蕴藏着千奇百怪的故事，这些

优美的故事会给我们美好的生活感受，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

这些美好的书籍可以在我们愁眉苦脸时，使我们变得欢呼雀跃，当然，也

教会了我们很多知识。也许有很多平常人看不懂我们的盲文，但是，阅览

室的盲文书籍对于我们盲人来说，那简直是最熟悉的老朋友。当我们手指

放在满是盲文的书本上，它会将我们带入另一个世界，这些书籍就是想让

我们知道除了我们身边的事物以外，还有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当我们读

到这样美妙的书籍时，我们的脑海里就会浮现书本里所描述的景象。当我

们有这样那样的感受时，我相信，每一个盲人都会热血沸腾，似乎自己就

是我们脑海里的事物一样。同学们，我们要多读书，多学习，有许多美好

的书籍等着我们去阅读，读书也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和幸福。 

         

图为六盘水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  李智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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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读后感 

    今天阅览室里来了很多新书。有神话故事、历史文学、小说……我挑

了一本《三国演义》，读后让我受益非浅。上面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在故

事中又隐藏着一个个道理，比如《诸葛亮三气周瑜》就让我明白了一个人 

如果不才，应该虚心向别人请教和努力提升自己好好学习，而不是嫉妒，

还让我明白了做事之前要看清形式。  而我感觉最深的还是《士别三日当刮

目相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吴国将军吕蒙骁勇善战善于带兵立下

了赫赫战功。可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不爱读书，有一次孙权劝他多读些书，

他却以军中事务太忙为由拒绝了。孙权听了很不高兴说道，你的事情再多，

有我的事情多吗？我每天要忙着处理国家大事都会挑出时间来读书，每次

阅读都会给我带来很深的感触，你天资聪明若多读书必然有更大的成就

的。吕蒙听了很受感动从此便立志勤奋读书，昼夜不倦。从此吕蒙成为了

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有一次鲁肃来拜访吕蒙惊讶地说道没想到才几个月不

见你竟变得如此有文化了啊，吕蒙答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怎么还

以原来的目光看我呢。  

      这个故事让我懂得了一个人无论有多么大的成就都应该时时刻刻不

离书本左右，孙权虽然是一国之主，每天要忙着处理国家大事，都会挑时

间出来读书。吕蒙是将军，军中的事务虽然很忙也在发奋读书时时不离书

本左右，像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还有很多，他们只是其中的两位，他们爱

学习的精神打动了我，我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知道读书的

可贵。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我生活有多么忙我也会抽出时间来读书，读好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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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已经有了新书，我每天都会抽时间去读书。在这里我要感谢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叔叔阿姨们，是你们给予了我们这个平台，让我

们有了了解世界了解历史的机会，是你们让我们体验到了阅读的乐趣，让

我们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与阅读的乐趣中，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报答 

我们的祖国，报答帮助过我们的人和更多的像我们一样的孩子，让这份爱

永远地传承下去。   

         

图为遵义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  黄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