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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采访

有声读物赠天使 童心阅读迎新年
小记者团与富阳区图书馆一起走进浙江省盲人学校

玉米姐姐 文

2017年末，本报小记者团携手区图书馆走进浙江省盲

人学校。20位小记者进校后纷纷带上眼罩，体验盲道，感受

盲校同学的日常生活。在活动室，小记者们为盲校同学带去

了丰富多彩的节目表演，与盲校同学一起做游戏，赠送有声

读物等新年礼物，在欢声笑语中喜迎新年。

在省盲校老师的带领下，在与省盲校高中段哥哥姐姐们

的交流中，小记者们不仅在教室里初识盲文，感受这种特殊

文字的魅力，也参观了盲校同学用盲文牛皮废纸制作的精美

手工艺品，震撼不已。

珍惜光明，彼此多一分理解与关心。相信即使身处雨

天，内心的阳光依旧会照亮并温暖每个善良的人。

寒风呼呼吹着，冷冷的冬雨一点一滴
地落在我们的身上，落在红红的小记者马
甲上，格外醒目。今天我们小记者一起走
进浙江省盲人学校，参加“有声读物赠天
使，童心阅读迎新年”活动。

一到大门口，我和其他小记者们，一起
戴上奶茶姐姐分发的眼罩，走上了盲道。
世界顿时一片漆黑，一种迷茫和无助感，像
涨潮的江水般一层层涌上来。我把手搭在
前面同学的肩上，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往
前走。脚下凹凸不平，一格一格的，有凸起
的小长条，咦！好像还有小圆点，我用心辨
别着。这时，耳边传来燕子姐姐明亮的声
音：“如果遇到小圆点，就表示要转弯咯！”

我感觉到前面的同学转弯了，于是，也跟着
转了弯，我们在黑暗中继续摸索着。转了
好几个弯后，我们揭开了眼罩，五光十色的
世界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一种重生的幸
福感油然而生，我忍不住感慨：有双明亮的
眼睛真幸福啊！

送完书，我和另外几位小记者，分别上
台为盲校的同学们表演节目。我有幸为盲
校同学们讲了一个故事——《战胜卑微的
周星驰》。因为有些紧张，我讲得并不是那
么声情并茂，但台下的同学们，个个竖起耳
朵，听得十分认真，仿佛我的故事里有他们
需要的“营养”。我的心里涌起一阵阵感
动，虽然盲校的同学们看不清世界，但在他

们身上，我看到了心灵之灯在闪烁。
接着，我们来到教室，看到几位大哥哥

大姐姐在用盲文板写着字。他们先把纸夹
入板中，用盲文专用笔，从板上的洞里按下
去，一个字母就出来了。这让第一次看到
了盲文的小记者们都感觉十分好奇和兴
奋，我们像蜜蜂一样围在他们身边。不一
会儿，纸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针眼小孔，它
们的含义是：富阳日报小记者，新年快乐！

当我走出盲校，雨还在下，天空依然阴
沉沉的，但我的心里亮堂堂的。盲校同学
们的影子，时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时时刻
刻提醒我自己: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多幸福
啊！我一定要好好保护它。

文字,代表着我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
化，是人们沟通的一种方式，是人们建立友
谊的桥梁。文字是美的，是善的。

前几天，我跟随富阳日报小记者团走
进浙江省盲人学校，为他们带去富阳图书
馆赠送的有声读物，还和他们一起表演节
目、做游戏。在那里，我认识了一种文字叫
盲文。这种文字很简单，没有方正的结构，
没有丰富的线条，它是由芝麻大小的圆点
组成,不仔细看还发现不了。可我觉得它是
最美的文字。

回想那天，一进盲校,我就看见一条鲜
艳的黄色小道,小道中央布着圆点，有规律
地排列着。燕子姐姐请我们戴上眼罩,搭着
前面同学的肩膀摸黑前行。一戴上眼罩,我
就立刻陷入了黑暗的世界,根本无法做任何

事情。我的脚小心翼翼地走着，走不快，也
没有方向，只有踩着圆点我才有一些安全
感。原来眼睛看不见是一件如此可怕的事
呀！但是盲校的同学却能如正常人一般写
字、读书、生活，我不由得敬佩起他们。

我走到一位大姐姐面前,她正在摸读盲
文。我请求她念一段给我听。于是她开始
用手摸读并朗诵课文给我们听。她手指的
指腹极为敏感，摸得很快，摸到两三个点就
脱口而出：“谢太傅寒雪日内集……”她的
阅读速度不亚于我们用眼睛看着文字阅
读。她一边摸一边读，十分流畅。所有人
都被震撼了,目光中流露出对盲人的无限钦
佩和尊敬之情。当我看到盲校的姐姐通过
点字板和点字笔，熟练地在纸张上制作出
不同组合的凸点，很快就完成了“富阳日报

小记者，新年快乐”这几个字时，我觉得盲
文真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因为这些小圆
点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盲人前进的道
路。在这盏文化明灯的照耀下，他们有些
成了学者，有的成了音乐家，有的成了作家
……他们正徜徉在人类灿烂的文化大道
上，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决心和勇气，为自
己也为他人创造着美好的未来。

回想刚进盲校时，我在摸黑前行体验中
的恐惧和艰难，我能想象到盲校的同学在生
活上、学习中的种种不易。但在我和他们半
天相处的过程中，我常常能看到他们的笑
脸，时时能感受到他们的坚强。我觉得身处
黑暗的世界里，他们的心灵是明亮的，他们
书写的盲文也是我眼中最美的文字。

没有了光明，盲校的学生如何写字？
如何看书？如何走路？这个星期六，我带
着一百个问号来到了浙江省盲人学校。

烟雨蒙蒙，小记者团的老师早早地在
盲校门口等待着我们。刚走进校园，远远
看见地上有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路边高低
不一，好像“故意”让路人行走困难。这条
路做什么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高低不一
的小方块？我疑惑着。就在这时，燕子姐
姐让我们戴上眼罩，排成一列，手搭着前面
同学的肩膀一路前进。起初，我还觉得非
常好玩，可越走越害怕，害怕踩到前面的同
学，害怕前面有水坑，害怕走偏了方向往树

上撞去。“不要紧张，用心去感受脚下的小
方块。”我越走越恐惧，想立刻摘下眼罩
——平时花几秒就可以走完的路，我们用
了十几分钟才艰难地“摸”进盲校教学楼。

表演完节目并一起体验完游戏后，大
家走进教学楼。盲校的吴老师带我们来到
学生的教室。我走到一位大姐姐的身旁，
把我一肚子的问题都问出来了，例如：“大
姐姐，你们平时是怎么写字的呀？”大姐姐
连忙拿出她们的“工具”：一个是像钉子一
样的笔，一个是固定夹纸板。“我们是靠这
两样工具写字的。”大姐姐边说边拿出来给
我们示范写字，很快大姐姐写了一个我的

名字送给我。“可上面什么也没有呀，只有
几个小点点。”我轻轻嘀咕。大姐姐笑着拿
出一本语文书，像弹钢琴一样左右来回触
摸着盲文，灵活极了，那双手活像一只奔跑
的小鹿。大姐姐边摸边读，琅琅的书声穿
透了整幢大楼。她是那么的自信，那么的
勇敢，那么的热情！所有的小记者看了都
惊叹不已。

大哥哥大姐姐们虽然看不见，但内心
充满着光明，他们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我们
学习一样的文化。与他们相比，我们是幸
运的，更应该努力学习，珍惜光明。

细雨打在一把把花伞上、一幢幢高楼
上，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我们坐车来到
了一个不平凡的地方——浙江省盲人学校。

在这所学校生活的孩子与我们截然不

同，在他们的眼中，世界一片黑暗，尽管他们
中有些人还能隐隐约约看到这万物的轮
廓。平时周末也好，法定节假日也罢，这些
孩子大多是不回家的，因为他们来自全省各
地，每回一次家，对他们来说，都是那么的麻
烦。他们要在这里专心学习融入社会生活
的本领。

对我们这些眼睛明亮的孩子来说，失去
光明是件难以想象的事，今天我也算是好好
地体验了一番。我们带上眼罩，世界的灯，
仿佛都突然熄灭了，一切光亮都被遮住。搭
着前面同学的肩，踏在一种不寻常的道路
——盲道上，大家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每一
步都很小心翼翼。我的双脚在不停地颤抖，

万一前面有什么东西怎么办？我是不是会
摔得很惨？我越想，双脚就抖得越厉害，心
里不断地冒出一些可怕的念头。

不知走了多久，我们才到达终点，摘下
了眼罩。回头望望走过的那段路，我仿佛听
见了光明的呼唤！

想起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中写道：“像明天就要失明那样去使用你的
眼睛。”是啊，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那
么重要，如果失去光明，那么即使世界五彩
缤纷，在我们的眼前却是一片黑暗！抬头看
这眼前的光明，它似乎传来一道声音：请珍
惜你的健康、你的生命，珍惜这世界赐予你
的一切美好！

难忘的盲校体验活动
永兴小学 六（7）班 郑智恒

最美的文字 富春七小 五（9）班 叶子萌指导老师：陶红丽

带着100个问号走进盲校
富春三小 三（5）班 沈欣

光明的声音 永兴小学 四（1）班 楼胡逸佳

这天下午，小记者们又接到
了采访任务，主题是“行车难”。
我感到很奇怪，富阳有宽阔的马
路，高级汽车到处跑，还能有“行
车难”的问题？燕子姐姐和玉米
姐姐仿佛看出了我的疑惑，告诉
我们：由于现在的汽车越来越多，
司机如果不文明驾车，行人如果
不遵守交通规则，马路再宽也会
因为各种事故和不文明行为被堵
得水泄不通。现在每家每户的条
件好了，汽车多了，停车也成了麻
烦事儿。原来“行车难”真是关系
到每家每户的大事。

采访开始，小记者们迫不及
待想听听周围的叔叔阿姨对“行
车难”都有哪些看法。但一开始
并不顺利，几位行色匆匆的叔叔
阿姨都拒绝了我们。有过几次采
访经验的我也不着急，慢慢寻找
合适的采访对象。最后我采访到
了一个热情的叔叔，他听了我的
提问后，跟我说：“现在车太多，甚

至很多家庭有好几辆车。天气晴
的时候路上还好，不是很堵，但是
一碰到下雨天，视线不好，就容易
大堵车。现在有很多司机不遵守
交通规则，开车打电话，乱变道，
很容易出交通事故。所以倡议市
民少开车，多坐公交车，骑自行车
上班，绿色又环保！”我觉得这位
叔叔讲得真好，不仅告诉了我们

“行车难”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绿色
出行真是不错的选择。

这次的采访活动让我受益良
多，原来每天跑在路上的车也能
产生这么多社会问题。作为我们
小学生真应该做交通文明的宣传
员，从自己做起，遵守交通规则；
提醒父母文明驾车；告诉周围的
人多绿色出行，保护我们的环
境。采访活动虽然会碰到困难，
但同时锻炼了我与陌生人交流的
胆量和能力，相信我下一次会做
得更好。

“你对富阳的交通现状满意
吗？你是不是经常遇到堵车的情
况？你对‘治堵’有什么好建议？”
这些是今天我第一次作为一名小
记者向路人提出的采访问题。

以前我只在电视上看到过记
者采访的画面，每次看到他们神
采奕奕、侃侃而谈地采访时，我就
特别羡慕和佩服。在玉米姐姐仔
细传授我们“采访宝典”后，当我
领到采访任务时，我兴奋得就像
只会飞的小鸟 ，但真要独自采访
路人时，我又变得忐忑不安。

我在东方茂一楼，转了一圈
又一圈，看看这位姐姐，心想：算
了，人家肯定有事。看看那位哥
哥，又害怕，万一他不接受我采访
怎么办？我急得抓耳挠腮，不知
如何是好。在这紧急的关头，我
脑海里忽然想起老师说的一句
话，你只有尝试过了，才知道自己
能不能成功。于是我赶鸭子上
架，怯怯地走到一位买奶茶的姐
姐面前，小声向她提出了我的采
访问题，没想到姐姐非常热情接
受了我的采访，对我提出的问题
一一做了回答。结束采访后，我

高兴转身离开，却突然听到背后
的姐姐“噗嗤”一声笑：“他竟然叫
我阿姨！”原来我紧张地把姐姐叫
成了阿姨，真是太尴尬了！

接着我又发现了第二个目
标，一位站在店门口的阿姨。这
一次，我虽然镇定多了，但是依然
紧张地连手上的稿纸都差点打不
开了，但是阿姨非常热心和友善，
一边接受我的采访还一边帮我翻
开稿纸，好温馨！

有了前两次的经验，这一次
我鼓足了勇气，走向了一位叔叔，
刚一开口，叔叔就摆摆手说：“对
不起，我现在没有空！”我就像一
个刚充满气又忽然泄气的皮球，
有点沮丧。

我成功完成了第一次采访任
务，也收集到了很多有效的信
息。我想，如果行人都能遵守交
通规则，少做低头族，也许交通会
更通畅。如果司机都能文明开
车，不随便加塞，不任性变道，也
许马路会更宽阔。如果我们能更
多地选择绿色出行，也许道路会
一路通行。我期待下一次采访，
请问我可以采访您吗？

我可以采访您吗
富春四小 三（3）班 项铭予指导老师：廖冬兰

行车难
永兴小学 四（7）班 裘哲宇

小记者与盲校孩子大合影

体验盲文

参观手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