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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送盲童一本书”2018 年第二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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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期项目

活动中，共向中国盲文出版社拨付善款 200万元，定向用于资助昆明市盲

哑学校、贵阳市盲聋哑学校、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新疆残疾人职业

中专学校、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德州市特殊教

育学校、河南推拿职业学院、郑州市盲聋哑学校、郑州市特色教育中等专

业学校捐建盲文阅览室。 

该项目现已执行完毕，有关资金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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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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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万元（20万元/所×10所）  

三、成果展示  

盲文阅览室配建标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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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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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种） 

5 无障碍电影 
以讲解方式，帮助盲生更好地理解影片，最大程度获取影像

信息，获得与健全人一样观影体验（140 部）  

6 听书郎 S918  
盲人便携式听书机，支持 TXT、VBK 格式，音频播放支持

MP3、WMA、WAV 格式，持久续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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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阳光读屏软件 

标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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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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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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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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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昆明市盲哑学校部分盲生在阅览室门前合影  

     
        图为贵阳市盲聋哑学校在登记整理捐赠助学产品 

     
图为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盲文阅览室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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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新疆残疾人职业中专学校盲生在阅览室门前合影    

     

图为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盲生在使用读屏软件学习  

     
图为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部分盲生感谢爱心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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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在借阅盲文读物 

     

图为河南推拿职业学院部分盲生在观看无障碍电影 

     

图为郑州市盲聋哑学校部分盲生在利用听书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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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郑州市特色教育中等专业学校部分盲生在利用助视器学习 

  

四、读书体会 

我享受读书的快乐 

书，陶冶了我的性情；书，丰富了我的知识；书，开阔了我的视野；

书，给予了我人生的启迪。以书相伴，人生就会大有不同。生活可以清贫，

但不能够无书。博览全书的人，往往知识丰富，能集众家之所长于其身，

因此喜欢读书，将使他终身受益。 

我是个热爱读书的女孩，我认为，读书是一件很高雅的事，它能让我

变得快乐。记得《论求知》里说：读史使人明志，读书使人聪慧。我现在

读中专了，除了平时的学习外，我还会经常到我们学校女生宿舍一楼大厅

的开放式图书区去借阅书籍，那里有很多的书供我们阅读和学习，有小说、

散文、故事、文言文及很多刊物，还有一些专业知识的书籍。 

读书的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对人性的认识，锻炼心胸，逐步训练

感受幸福的潜力，培养自信心，构成实践潜力。有道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因此，养成阅读习惯将受用终生。阅读习惯是在心灵深处装了一部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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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一辈子将不会寂寞。 

我们没法用眼睛去观看世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摸书去感受世界，这

个学期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组织的“我为盲童捐建阅览室”活动，来

到了我们学校，使我们学校的书籍更加丰富多彩了，得知这个消息后我非

常开心，迫不及待的去借阅书籍，这里有故事类书籍、历史类书籍、还有

科普类书籍，我都很喜欢。我喜欢看书的过程，也很享受看书的结果。希

望我们能在阅读中不断进步，越来越聪慧！ 

     

             图为昆明市盲哑学校盲生  王丹 

快乐读书 

在快乐的生活中有一种快乐叫读书，在成长中有一种收益也叫读书。

正是因为读书在我匮乏的世界有了光彩夺目的色彩，在喧嚣的都市中人民

常常忘记了人类最原始的生命需求，汽车代替了行走，电视代替了观察，

网络代替了交流，我们不否认走步，但我们知道不能被代替的如一遍宁静

的大自然，一本泛黄的书页和一首有没的音乐，除了这些有一样东西是我

们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一本书，自从读了一本叫《读者》的书，让我从此

对书有了一种喜爱，从书中我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和为人处世的方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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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文章给我的印象最深，他讲述了在生活中如何与朋友相处，如何与

陌生人交流以及交流的方法，这些都让我学会了与人交流。还有一本书叫

做《母亲》，那书中的每一位母亲都让人潸然泪下。书中一位母亲已经 70

多岁了，还照料着两位痴呆的儿子，她是那么的仔细认真，那么疼爱儿子，

她汇聚了所有母亲的光环。读这篇文章时，我不禁哭了，心里想世间上怎

会有那么伟大的母亲。从书中我学到了许多道理，也收获了许多欢乐。 

         

图为贵阳市盲聋哑学校盲生  胡昌飞 

感谢爱心捐赠 

近日再去学校图书馆，我看到了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蚂蚁金服

公益平台爱心网友捐赠的许多盲文读物、大字本读物、学习百科以及听书

机、助视器、读屏软件等助学产品。有了这些读物、助视器和助学产品，

可以让我们这些低视力的学生通过辅助器具来阅读书籍浏览世界，我们也

可以做到像健全学生一样阅读更多的书，认知精彩的世界，充实头脑，开

拓眼界，理解生活。 

感谢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及蚂蚁金服公益平台各位网友的爱心

捐赠，你们对我们视障学生的捐赠，不仅仅是援助送来温暖，也让我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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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社会各界对我们弱势群体的关心与关爱。有了这些书籍和助学助教

产品，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像其他健全学生一样共享阳光，放飞理想。 

    是你们无私的爱，让我们书香满校园。在此，我仅代表学校全体视障

学生呈上我们最诚挚的感谢，谢谢你们的爱心捐赠。 

         

图为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低视生  樊建财 

读书的乐趣  

我是一名视力残疾三级的学生，由于眼睛看不见远处，近处也需要趴

在书上才能够看清，阅读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非常喜欢看

书，我发现每本书都有各自的乐趣。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

的阶梯”。读书可以让人的心灵升华，读书也可以让人增长知识。有句话

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虽然我不太明白古人说的真实

意蕴，但书是我们精神食粮与心灵的坐骑，书也给我带来乐趣，在不开心

时，找本书看看，就这样我被书里面的内容吸引住，看着看着内心的不快

都没了。一本好的书可以让我们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让我们

高尚起来，纯洁起来，知识改变命运，读书会让一个人好运不断，学会领

悟读书的乐趣才是最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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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乐趣在于它对一个人在精神上的一种潜移默化。有一句话人人

都挂在嘴上“活到老，学到老”，我喜欢的书有很多种，比如哲学、侦探

心理学等等，看过的书总能让我合理的运用到生活之中，读书丰富了我的

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了解了外面的世界，才知道世界很大很美。书，

可以让我穿越古今中外领略不同文化博览世界万象；书，可以让我洞悉深

刻内涵品味文字体察艺术表现，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走入书的海洋，来

尽情的体味读书的乐趣吧！ 

         

图为新疆残疾人职业中专学校低视生  王敏 

青春年华，从读书开始 

我们现在的生活，大多数时间都沉浸在了手机的世界里，已经很少有

人在课余时间里留给自己哪怕是一点点的读书时间。古人说开卷有益，可

惜我们连开卷的时间都没给自己留下。 

对我们来说，一个真正读书的好时代已经开始了。手机或许把我们所

有的无聊都填满了，但是真正有意义消遣课余时间的事情我们都没做。譬

如读书，它会让我们的世界不仅仅是眼前的一个手机屏幕，它会让我们的

世界更开阔。手机换了，留在里边的时光也会随之烟消云散，而读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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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洗涤我们的心灵。在手机里我们看见的只是

自己的躯壳，而在一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灵魂，或者伟大，或者

渺小，但是他会和书中的灵魂一起成长。 

读书是快乐的，书中的世界博大精深，真正用心读书的人，他们是能

享受到读书的乐趣的，即使时间再少，环境再恶劣，都会留给自己读书的

时间。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苏洵食墨为糖等等

用心读书的故事。读书并不是枯燥的，那只是我们还没有用心发现读书真

正的乐趣。或许我们的课本真的很无趣，但是我们可以把课余时间从自己

感兴趣的书开始，从一本经典小说开始，而不是全部留给了手机和网络游

戏。或许我们从一个小小的书中故事里，可以读到人生的道理，它会在未

来的人生之路上，不经意间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甚至照亮前程。 

读书一定会有乐趣的，别担心自己读不下去，慢慢来，一页一页，一

本一本，只要开始读书，总会有一本书会让我们感到快乐。或者就是爱心

人为我们捐助的这些书中的一本，就是为我们打开读书殿堂的钥匙。 

        

图为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盲生  麻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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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简·爱》有感 

《简·爱》是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成名作品。能读到这本书，

我感到非常幸运，我认为这是从千千万万本书中读到的一本属于自己独特

色彩的书！ 

    简·爱出生在一个低微的牧师家庭中，父母双亡，被有钱的舅母收养。

她在舅母家里感受不到家的温暖，没有尊严，常常被舅母一家虐待。后来，

她被舅母像扔包袱一样扔到一所条件极差的学校。在这里每天都受冻受

饿，而且没有人关心她。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悲观消极，反而觉得在这里是

自由无虑的。她在这里学习绘画、纺织，异国语言等等。最终成为了一位

有着丰富知识的家庭教师。 

    当我读到这里时，我的心好似被什么敲击了一下。仿佛眼前出现了一

粒掉进石缝的种子。不知怎的，它竟生了根、发了芽。那片嫩绿让我想起

了书中的简•爱，她就如同种子般顽强。无论生活再苦再难，都她会抓住

一切得到知识的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脱离困境。 

    简•爱做了家庭教师之后，与她的主人罗切斯特先生坠入爱河。她并

没有因为自己的出身与世俗的眼光而觉得低人一等。她那从容、自尊、坚

强而善良的内心也深深吸引着罗切斯特先生。可是在他们举行婚礼的那一

刻，简•爱得知罗切斯特早在十几年前已有妻子，自尊和理智使简•爱离开

了罗切斯特先生。经过众多曲折与困难，简•爱找到了她的亲人并成为了

一名有钱人。当她再次回去时发现以前的豪宅已成一片废墟。而她所爱的

那个人为了救火中的妻子，双目失明，失去了一条胳膊。简•爱义无反顾

地回到所爱之人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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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读完了，简•爱对于爱情那份忠贞不渝让我感到敬佩，但最吸引我

的还是她的性格。她教会了我什么是艰强不屈，什么是坚贞不渝。她的这

种性格是值得学习的，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勇敢地去面对！ 

         

图为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  柳晓晨 

读书友谊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通往智慧的宝藏，书是滋养心灵的源泉。

书为我们带来的有益之处可谓是无穷无尽。古人更有“秀才不出门，全知 

天下事”的说法。可见读书对我们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读书既丰富了我们

的知识，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还可补给之不足，提高写作水平，提高自身

修养，促进我们思想的进步……书给与我们的好处数不胜数。自古以来许

多名人伟人都十分热爱读书，把读书当做自己精神上的食粮。汉朝有个孩

子，名叫匡衡，因家境贫寒买不起蜡烛，晚上便无法读书，他便在自家的

墙壁上凿了个洞，借助邻居家那点微弱的光线；用心苦读。像他这种爱读

书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读书是种乐趣，是我们应该养成的好习惯，也是取之不尽的知识宝库。

读一本好书，无论是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或是书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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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引起读者无线的深思与向往。读书是种美的享受，是对心灵的沉淀。

每当学校的借书日，总会看到许多同学相伴去图书室看书，这成了我们学

校一道独特的风景。与书为友，让这书香之气熏染着我们。生活中因为有

了书籍的存在而更为充实，生命中也因有了书本的熏陶而更加多姿多彩。 

     

            图为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盲生  田亚楠 

阅读使我的生活充满阳光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

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是的，生活里没

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没有色彩！近日，我来到学院的盲人阅览室，

发现这里不仅有丰富的书籍，还有许多有声读物和有声电影，使我欣喜若

狂！其实我的阅读量并不大，但每一本看过的书都是我认真挑选出来的。

每一次借来的书，我都要细细的品，认真的读，还要整理阅读笔记。 

阅读使我的生活充满阳光，阅读提升了我的文化素养，阅读使我心静

如水，阅读使我更加热爱生活，也让我的世界变得丰富多彩。古人云：“腹

有诗书气自华”。品味书香，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我

提高素养的不尽源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遨游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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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受到了快乐，更感受到了无限的力量！这些快乐和力量将会凝聚成一

道光，照亮我前行的路！是呀，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如同世界没有阳光！

我沐浴在这温暖柔和的阳光中，浑身感到无比舒畅！时代在进步，社会在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我们这一代人引入了新时代，给了我们

一个光辉的起点。阔步走在这条光明大道上，我们沐浴着改革的春风，徜

徉在浩瀚书海中，灵魂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升华。作为残疾人，尤其是视障

者，我们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父母千辛万苦付出

了比别的父母更多的艰辛，把我拉扯大；我永远不会忘记，老师付出了比

教育正常学生更多的努力，教育我成才；我永远不会忘记党和政府以及社

会各界给我们资助；我永远不会忘记祖国母亲对我们青年一代的殷切关

怀！我很感激他们！因为懂得感恩，所以我明白：我需要奋斗，我必须努

力，只有我学到的本领越多，获得的成就越高，才能对得起在我背后默默

给我关怀、为我无私付出的人！ 

不负好年华，读书正当时！阅读使我生活充满阳光，阅读是我增强本

领的桥梁！我爱阅读，让阅读一路伴随我成长！ 

         

图为河南推拿职业学院盲生  赵文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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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红旗飘飘引我成长》有感 

作为祖国的下一代，我们理应铭记历史，更应该记住那些为了祖国建

设和辉煌而流血牺牲的伟大的英雄们。 

阅读《红旗飘飘引我成长》一书，其中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深深的

吸引了我。当我怀着憧憬和企盼的心情翻开这本书，在一行行铿锵的字句

中，我看到了一个铁血刚毅、坚贞不屈的高大形象出现在沙场，使我立刻

感到一股凛然浩荡的爱国豪情在胸中升腾。陈望道的信仰使墨汁变甜，方

志敏的清贫令敌军折服，是这些以救国为己任的无数革命先烈，写成了中

华民族魂灵之不朽。这凝聚了多少华夏儿女的赤子之心啊！历史不该只令

后人记住，而是穿越岁月的变革，将整个民族的气节，不断的孕育和传承

到更远的未来。 

读此书并非偶然。我知道，如今安定舒适的生活里需要时时有力量鞭

策和引导。这部薄薄的读本给我以极大的震撼与良久的沉思：从两万五千

里长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无数战士在以行动默默捍卫着祖国的尊严，

身处水深火热当中的人民被救出，他们以最淳朴的情和最坚贞的信仰，定

格下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历史遗迹。建国初期，政府对未来发展路线的探索，

以及正确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祖国腾飞的基石；于是不久之

后，中国得以保持高水平发展，并后来者居上，成为世界级强国。 

这值得每一位国人铭记和骄傲！祖国之所以强盛，靠的是亿万中华儿

女坚韧的意志和顽强的拼搏，以及坚定不移、无私奉献的决心和理想信念。

新一代的青年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念，更有必要使之继续传承，使祖国强有

力的继续蓬勃发展下去，不往复革命先烈的牺牲，和千百年来无数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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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我深感责任的重大，因而需要更努力的丰富自己，譬如学习的尽心

尽力，以及未来更认真的工作，在时代需要时能拿出自己的一份力。 

           

               图为郑州市盲聋哑学校盲生  陈彦通 

感谢您赐予我力量 

我是郑州市特色教育中等专业学校 2017级学生，课余生活喜欢看书，

但是随着视力的下降，很多书都看不了了，只能阅读一些大字版的书。今

年 5月，我们学校建成了盲人阅览室，里面的书都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捐赠的大字版、盲文版和明盲对照书。这令我很激动，终于可以在课余

时间里方便看书了。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阅览室看书，里面的图书种类很

丰富，有文史类、国内外文学类、财经类、医学类等等。其中，医学类的

书籍我最感兴趣，可以增长课本以外的医学知识，还有一些按摩类的书籍，

弥补了教材的单一。曾经我几度迷茫，误认为自己和读书无缘了，自从建

成了图书馆，又重新燃起了我对读书的热情。盲文阅览室的建立，在丰富

我们知识的同时，在心灵上也是很大的慰藉，让我们觉得没有被社会遗忘，

起码在读书的权利上和健全人是平等的，这是国家和社会对我们盲人群体

的关爱，我们会好好珍惜您们给与的关爱，将阅览室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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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群体也有远大的志向，我们也要追求诗和远方！书籍是知识的重

要载体，知识就是力量！感谢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对我们学校阅览室的

援建，感谢您赐予我力量！ 

         

图为郑州市特色教育中等专业学校  杨青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