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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也就是本周日，是第27次
全国助残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推进残
疾预防，健康成就小康”。在区残联的推
动下，我区残疾人保障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就。

2016 年，富阳区残疾人工作紧紧围
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省、杭州残
联的重点任务工作，以制定实施残疾人
全面小康相关政策和残疾人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为重点，进一步健全残疾
人保障制度，完善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
体系；创新打造“互联网+”残疾人居家就
业“富阳模式”，300余名残疾人实现电商
创业，省市领导相继作出批示予以肯定，
央视新闻对我区残疾人电子商务服务站
工作进行了专题报道。

全国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工作现场会
在富阳召开；积极推进残疾人全面小康

进程，13000余名残疾人享受生活补贴和
护理补贴。1200例白内障患者得到复明
手术补助，发放残疾人辅助用具650件，
免费验配助听器200台、假肢30例。

完成663 名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用
技术培训，安置残疾人就业105人，新建
4家残疾人庇护中心，慰问552户困难残

疾人家庭；大力推进残疾人文体事业，
包揽杭州市残疾人文艺汇演一二三等
奖，其中一个节目入选央视春晚备选节
目。

残疾人运动员夏志伟参加里约残奥
会获得男子F40级铅球铜牌；在充分利用
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开通新浪微博、微信
公众号打造“双微”宣传平台，努力营造
扶残助残社会氛围。

1216名残疾患者得到评定服务，206
名重度残疾患者得到上门评定服务。富
阳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持续
优化，惠残助残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残疾
人事业整体发展水平稳中有进。富阳区
获省政府颁发的“浙江省残疾人工作先
进集体”称号，富阳区残联名列杭州市残
联2016年度区（县）市残疾人工作目标考
核第一名。

初见乐乐

胡金妹今年 59 岁，是受降小学原副
校长，任教40多年了，本来已经到了退休
的年纪，不过因为她是高级教师，依旧坚
守在一线教一年级数学。万金娟今年47
岁，受降小学五年级数学老师兼学校工
会主席，任教29年了。因为一个孩子，她
们心中有了共同的牵挂。

2012 年，富阳区特教指导中心在受
降小学片区摸底时发现，受降片区还有
两位重度残疾的儿童没有入学，按照要
求，适龄儿童义务教育应该一个不落，而
两名儿童行动困难，平时几乎在床上度
过，如何能入学呢？这个艰巨的任务交
到了受降小学老师们的手中。

而就在那时，富阳特殊教育“送教助
学”行动在各地开展起来，针对残疾等级
较高，无法去特殊教育学校或随班就读
的残疾学生，由学校派师资上门为学生
上课。受降小学片区两名重度残疾的儿
童也成了“送教助学”的对象，由受降小
学的四位老师丁晓玲、马晔、胡金妹和万
金娟合力承担他们的教育工作。

胡金妹和万金娟第一次见到乐乐
时，她才10岁，小小的身子躺在床上，见

到她们还有些陌生感。乐乐的父母为了
照顾女儿，就在自己村里的菜市场卖鱼，
也从来不出远门。胡老师和万老师的到

来让乐乐的父母高兴极了，但是面对这
样特殊的孩子，两位老师能坚持多久，乐
乐的父母还是有些担忧。

立足新起点 勇做排头兵

坚持5年，富阳两位老师守护一名特殊孩子的笑脸

富阳已对41名孩子开展“送教助学”

记者 张柳静通讯员 夏海明

在银湖街道银湖村四联自然村的菜场里，谁都认识这个特殊的孩子，从小，她就被卖鱼的

父母带在身边，每一位来买菜的熟客都会和她打招呼，她也总是开心地回报热情的微笑。

这位爱笑的姑娘，今年已经15岁了，名叫“乐乐”，出生时因羊水吸入肺部，导致脑瘫，失

去了语言和行动能力。在同龄人都在学校上学的年纪，乐乐却只能留在父母身边。

5年前，乐乐遇到了人生中两位她父母以外最重要的人——胡金妹和万金娟，她们是银湖

街道受降小学的两位老师，就在学校为残疾儿童“送教助学”开展后，两位老师就成了乐乐的

“专职”教师。她们始终坚持每周探望乐乐，5年来为乐乐送来了不少欢乐。

5月16日一早，吃完早饭的胡金妹离
开食堂前没忘了自己要带一瓶酸奶，因
为乐乐最爱喝牛奶和酸奶，每次去看望
她，胡金妹总会记得带些在身边。而万
金娟则从家中带出了香蕉，5年来对乐乐
的了解，她知道水果里，乐乐最爱吃香
蕉。

每周去看望乐乐一到两次，几乎已
经成了胡金妹和万金娟生活不可或缺的
一个习惯，而乐乐的父母原本的担心也
早已烟消云散了。两人一般都会选择上
午10点去乐乐家，因为乐乐的父母后半
夜就起床去市场卖鱼，要到上午9点、10
点才有空帮乐乐穿衣起床，乐乐也就养
成了10点左右起床的习惯。

一到乐乐家，胡金妹和万金娟第一
件事就是上前去拥抱下乐乐，而乐乐每

次只要见到两位老师，脸上的笑容就怎
么也控制不住了，她学会了一个亲昵的
动作，就是伸手去拍拍老师，对她来说，
这个动作就是对信任和喜欢的人的拥
抱。

乐乐从10岁到15岁，个子已经长高
了不少，如果站起来的话应该有160厘米
以上了，胡金妹和万金娟单独行动还真
抱不动乐乐了，她们两人联手将乐乐从
床上抱起，帮她洗完脸、上完厕所、穿好
衣服。因为乐乐躺着的时间很多，肌肉
萎缩严重，两位老师还会帮她做些按
摩。如今乐乐已经会坐在轮椅上了，两
条腿甚至还能用力往地上蹬。

胡金妹有时候会带着画板过来，抓
着乐乐的手教她怎么画画。万金娟常常
会帮乐乐拍照，看着万老师拍照，乐乐还

会对着镜头做各种动作，对拍好的照片，
她也喜欢“评价”，如果喜欢，就用力点头
开心大笑。

每年的儿童节、助残日等日子，万金
娟和胡金妹也会拎一大袋东西代表受降
小学去给乐乐，受降小学校长孙晓东总
说，乐乐他们也是受降小学的一份子，其
他孩子们有什么，乐乐就有什么。每年
学校的游园活动，即便乐乐没法去，活动
上的礼品，乐乐总也能收到一份。

5年的陪伴已经让乐乐同胡金妹、万
金娟亲如家人，就连四联村菜市场的摊
主们对两位老师也十分熟悉了。“和她已
经有感情了，就把她当成我们自己的孩
子一样了。”胡金妹告诉记者。在未来的
日子，两位老师和学校还会坚持自己的
责任，陪伴乐乐的成长。

亲如家人

记者从富阳区特教指导中心了解
到，像乐乐这样因重度残疾无法正常进
学校的孩子富阳有41名，他们和乐乐一
样受到了所在区域学校的重视，由学校
派专门的老师上门“送教助学”。

“送教助学”其实是富阳特殊教育三
大板块其中之一，其他两块为特殊学校
集中教育和普通学校随班就读。“送教助
学”主要面向不能到学校接受教育的适
龄重度残疾少年儿童。开展“送教助学”
工作，遵循“家庭自愿、分片负责、定期入

户、免费教育”为原则，由户籍所在地的
学校负责。

区教育局副局长、区特教指导中心
主任郦建告诉记者，富阳开展“送教助
学”工作是从2011年开始的，已经坚持了
整整6年。今年，富阳区对41名重度残疾
的孩子开展了“送教助学”行动，涉及全
区24个乡镇街道。在承担“送教助学”任
务的三十多所学校中，区教育局要求制
定工作计划，建立一人一案，特别是要求
学校选派责任心强、富有爱心且具有实

践经验的教师开展送教服务工作。当
然，在“送教助学”活动中，在送教次数
上、形式上、内容上，各校也是因地制宜，
因人而异、灵活多样的开展工作。

郦建说，对重度适龄残疾少年儿童
开展送教助学工作，其活动意义应该从
多种角度理解，既是为孩子传送知识技
能，也是为孩子、为其家庭送上一份我们
教育的爱心和温暖，同时，开展“送教助
学”，也是富阳教育为特殊孩子送上一份
公平和正义。

“送教助学”温暖41位孩子

曾被嘲笑耳聋的她
还是培养出了一个“天才”儿子
如今，这位“天才”妈妈
还获了省级刺绣奖

记者 张柳静通讯员 俞莉

在环山乡环一村住着这样一位妈妈，年纪才48岁，但耳朵却像

暮年老者，需要人贴着她耳朵大声说话才能听到。从小，这位妈妈就

因为耳朵不好吃了不少苦头，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坚强面对生活。

如今她的儿子因成绩优秀，连跳两级，提前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而

她也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刺绣上获得了省级残疾人技能大师称号。

她就是陈叶娟，环山乡小有名气的女人。

因“听不见”辍学

陈叶娟出生在上官乡剡溪村睦
村自然村，5、6岁时生了一场病，病好
了，耳朵却坏了，外界多响亮的声音，
在她耳朵里都成了“细声细语”。因
为每次和她说话，别人都需要放大了
声音，有时候即便说得很响，她可能
也没听清楚，时间长了，就连家人都
会不耐烦，很少有人愿意和她说话。

因为长期听不清，不说话，陈叶
娟几乎就成了“聋哑人”了。周围一
些调皮的孩子总是会故意在她面前
大声说些坏话，然后欢乐地跑开去，
留下陈叶娟独自难受。

在陈叶娟11岁那年，她的父母还
是将她送进了学校。本以为耳朵不
好的陈叶娟即便进了课堂也只能做
个陪衬，打发打发时间，不过陈叶娟
却异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上学机
会。当时，她的耳朵还能听到微弱的
声音，老师便让她坐在第一排。11岁
的她在一年级班里是个“大个子”，为
了不影响其他孩子上课，她只能是在
最角落的“第一排”。

她尽力去听每一个老师教的生
字发音，看着笔画在纸上照样子写。
同样的知识点她要比一般的孩子多
付出几倍的努力。不过，就在她14岁
时，她的耳朵越来越听不见，以至于

上课只能看到老师的嘴唇在动，却没
有什么声音。坚持了3年半，最终她
只能放弃了。

15岁那年，陈叶娟的父亲眼睛被
人打瞎住了院，辍学在家的她也跟着
父亲到了医院照顾他。也趁着这个
机会，父亲让医生给她看了耳朵，还
给她的舌头动了手术。治疗后，原本
几乎听不到声音的耳朵，终于有了些
许声音，说话吐字也清晰不少。

教育儿子自律

陈叶娟30岁才结婚，在她那个年
代，已经算是很晚结婚了。丈夫是环
山乡环一村的村民叶根，大她 4 岁。
两人婚后不久，就有了一个儿子，他
们给他起了名字叫“超超”，希望儿子
能够卓越成长。

陈叶娟清楚得记得自己小时候
想读书却因为耳朵不好读不了的那
种痛苦，对于健康的儿子，她也时常
教育他，一定要好好读书，书读好了，
将来才更有可能有出息。而超超从
小也非常懂事，对于这个特殊的妈妈
更是维护有加。

因为妈妈耳朵不好，超超学会大
声和妈妈说话，有时候也会凑在妈妈
耳朵边说，让她能听得更清楚些。如
果有听到外面的人说妈妈的坏话，他
更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妈妈说话。为

了不给妈妈找麻烦，只要是妈妈说的
话，他都会认真听着，并照着妈妈说
得做。

陈叶娟从小就教会儿子自律。
在超超五年级时，他将自己攒了多年
的压岁钱交给了父母，希望他们帮自
己买一台电脑，当时，他班里多数的
孩子家中都有了电脑。陈叶娟同意
了，不过她和超超有了协定，买电脑
没问题，不过玩电脑的时间必须节
制。

每天放学后，超超必须完成了所
有家庭作业，完成陈叶娟交待的一些
任务，跑会步，才能有1小时时间玩电
脑，到了晚上 8、9 点，还必须上床睡
觉。直到小学毕业，这个习惯都一直
保持着。

炼成“刺绣大师”

儿子上初中前，陈叶娟负责在家
照顾儿子，丈夫叶根在外开拖拉机，
小两口日子过得非常幸福。那时候
他们家支出不多，经济也算宽裕，陈
叶娟在带孩子之余，也学着绣起了当
时特别流行的“十字绣”。“十字绣”绣
法简单，普通人上手基本一学就会，
陈叶娟很快也迷上了这个打发时间
的方法。

不过，在超超小学毕业后就考进
了永兴中学，一年3万多的学费可以
说是这个家庭几乎所有的收入总和
了。陈叶娟和丈夫商量了，为了孩子
的教育，他们愿意吃点苦。从那以
后，陈叶娟放下了手里的针线，开始
穿起球拍，一刻不停穿一天，能赚 50
元到60元。一个月也能有1500多元
收入了，加上丈夫开拖拉机的钱，基
本能凑够了学费。

就这样，陈叶娟和丈夫省吃俭
用，总算让超超顺利完成了初中学
业。超超读高中后，陈叶娟和丈夫总
算松下一口气，陈叶娟空闲下来也能
再拿拿针线了。而一个偶然的机会，
让陈叶娟也接触了“十字绣”以外的
刺绣方式。

当时，环山乡的残联正在寻找一

些有才能的残疾人，打算推荐他们参
加培训班。而陈叶娟喜欢绣花，便报
名参加了刺绣培训。她没想到，刺绣
远比她原先玩的“十字绣”艰难多了，
首先必须要会画画，用笔勾勒出了轮
廓，才能绣出美妙的图案。

在培训班待了 4、5 天后，陈叶娟
就回家自己琢磨，她买来了各种图
案，在布上描了样子就开始绣，每天
白天上班，晚饭吃完7点多开始绣，一
直要绣到夜里 11 点多才肯放下。仅
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她绣出的花和
蝴蝶已经有模有样了。

2014年，她被区残联挑选前往省
里参加残疾人技能大赛，出乎意料的
是，学了才没多久刺绣的她，就得了
一个省级“三等奖”。之后，她又去参
加了杭州市的残疾人技能大赛，得了

“二等奖”。
多年前，陈叶娟带上了助听器，

终于能过上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从未出门工作过的她还在隔壁村的
企业找了份工作。如今，她的儿子也
上了大学，因为成绩好，还曾跳过级，
提前考上了大学。这个吃了半辈子
苦的“听不见”妈妈，终于拿出了最令
她骄傲的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