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6 月 6 日，由山东
省中投慈善公益基金会主办，
中启创优、龙城映像承办的中
投基金会 6·6“梦想因您而伟
大” 慈善公益盛典在济南举

行。
本届盛典主题为“梦想因您

而伟大”， 通过现场爱心义拍和
募捐方式为“我的城市新妈妈”
梦想夏令营筹集善款近 200 万

元，可让千名困境儿童走进“梦
想夏令营”。

据山东省中投慈善公益基
金会发起人周春卫介绍，她在帮
扶困境儿童中发现偏远地区的
很多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甚
至是孤儿。 因家庭困难，物资匮
乏，导致营养跟不上，跟同龄人
比起来，他们显得瘦弱、怯懦、不
快乐、甚至不自信。

于是，山东省中投慈善公益
基金会发起了“我的城市新妈
妈”项目。 项目团队通过寻找、联
系、筛选、考察、入库，汇总了数
千名偏远地区困境儿童数据库。

目前，项目已为 1000 余名单
亲、孤儿等困境儿童找到了“新
妈妈”。

“梦想夏令营”作为“我的城
市新妈妈” 项目的有效链接，充
分应用暑期孩子们放假的时间，

把他们组织起来， 走进夏令营，
让他们熟悉营地生活、感受团队
精神、学习国学文化、培养自信
与感恩，重燃对未来的憧憬。“梦
想夏令营”为期 4 天，每个孩子
每天费用 400 元。

在盛典上，来自全国各地的
“我的城市新妈妈” 公益项目 7
位联合发起人亮相。 他们共同表
示，将全力推进城市新妈妈项目
在各城市遍地开花，号召更多的
爱心人士加入到项目中来，一起
助力困境儿童， 为他们遮风挡
雨。

发起人之一、山东广播电视
台著名主持人书匀被聘为山东
省中投慈善公益基金会公益形
象大使，她表示将通过自身的努
力，呼吁更多的爱心单位关注中
投慈善公益基金会，更多的爱心
人士参与到“我的城市新妈妈”

公益项目中，积极助力“梦想夏
令营”， 让困境儿童们的成长道
路多一些阳光和欢笑，少一些泪
水与坎坷，用正能量引导为公益
助力。

山东省 17 地市电视台主持
人代表被授予“公益传播大使”
荣誉。 主持人代表们联合发声，
他们也将共同助力“我的城市新
妈妈” 公益项目在各地市的推
广，以媒体人力量为帮扶困境儿
童鼓与呼。

在爱心义拍环节，艺人与专
业拍卖师联合义拍，共筹得善款
近 200 万元。

孩子是社会的未来，是国家
的希望，山东省中投慈善公益基
金会呼吁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一
起同行，将温暖汇聚成爱的暖流
传递到每一个人的心中。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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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视障考生“量身定制”考场

“梦想因您而伟大”慈善盛典举办
筹募善款近 200万元

6 月 9、10 日，是全国社会工
作者统一考试日。 在众多考生
中，广州有五个考生特别引人注
目。 他们手牵着手走进了一间特
别的考场： 这个考场仅有他们 5
个人，纸质版的试卷换成了电脑
读屏， 通过佩戴耳机做题后，再
由监考员帮忙在答题卷上涂卡。
原来， 这五个考生都是视障考
生，其中三人还是全盲。 26 岁的
广州视障女孩张倩昕是其中之
一， 作为一名社会工作硕士，第
一次经历这样读屏考试的她也
大呼“好爽”。

“考了无数的试，这一次最爽”

右眼视力为 0， 左眼视力
0.08，即便是这样，26 岁的广州女
孩张倩昕依然坚强地考入华南农
业大学， 并顺利读完大学本科和
研究生学业，获得硕士学位，也是
广州首位视障社会工作硕士。

“我右眼是完全看不到的，
左眼能看到一些，但只能看到一
个人的胖瘦， 连五官都看不清
楚。 ”在位于北秀大厦，参加完社
会工作者（中级）考试的张倩昕
一脸轻松，身着黄衫、提着手提
包、笑得一脸灿烂。 去年她曾考
了一次，结果三科中只有两科过
了。“去年填答案时，我就问了问
考官答题卡上的选项是横排还
是竖排，后面就靠自己去摸索着
填。 如果能像这次考试一样，或
许我就能过了。 ”张倩昕说。

与以往不同，这次考试是张
倩昕第一次用电脑读屏考试。 虽
然是全国统考，所有题目也与普
通考生一样，但她的考试却有些
特别：纸质的试卷变成了电脑中
的电子版，考试时每人都戴着一
个耳机，通过电脑中的读屏软件
听清楚题目后，他们将答案记录
下来。 考完试打印出来之后，再

由监考人员帮忙将答案填写到
答题卡上，确认无误后再提交。

“我从小到大考了无数的
试，这一次感觉是最爽的！ ”考完
后，张倩昕激动地说。

“以前怕考试，高考完躺了
一星期”

张倩昕从小就患有眼疾，然
而与很多同样的视障学生选择特
殊学校不一样的是， 虽然跟读辛
苦，但她依然选择了普通学校。

“上大学以前，我最大一部分
的精力都放到了抄笔记上， 因为
眼睛看不清楚， 抄笔记抄得特别
慢。每次考试时，我都要非常集中
精力地将眼睛凑在试卷上， 才能
勉强看清楚。一场考试下来，身体
就非常难受， 有一种虚脱的感
觉。 ”有一次英语考试结束后，张
倩昕都不能站起来离开考场，最
后只能向老师求助。 而每次考完
试下来， 她就得休息不少时间才
能缓过来，高考结束的时候，她甚
至在家休息了整整一周。

第一次受到特殊的“礼遇”
是在高考，当时她第一次用了大
字试卷：一般考生用的是五号字
试卷，她用的是三号字，那次考
试让她发挥出了较好的水平。

“以前考试时肯定做不完题，因
为看试卷太吃力了，模拟考的成
绩都考不上一本；那一次换了大
字试卷后做的题多了一些，结果
就考上了华南农业大学。 ”这位
“学霸”感慨，自己跟普通人的差
别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一个“公
平”的考试机会。

接触“读屏”后与普通人差
距渐渐变小

考上大学后，张倩昕拥有了
电脑，而当发现自己可以用读屏

软件后，她与普通人的差距正在
渐渐变小。 大学本科毕业时，学
业优秀的她被保送攻读华南农
业大学社会工作研究生，去年毕
业后，她成为广州首位视障社工
硕士。 毕业后的她，与朋友一起
开起了广州市融爱社会服务中
心，专门为残疾人服务。

去年考社会工作者时，她便
向考试中心提出了考试需要辅
助的请求。 广州市人事考试中心
接到申请后，经过多方努力特批
张倩昕可以携带台灯、放大镜进
入考场，还专门安排工作人员给
予协助。 今年，她再次报考，而受
她的影响，报考的视障残疾人达
5 人： 除她之外还有广州市盲协
主席陈阳以及张倩昕的三个小
伙伴唐雨、邓颖韬、邓文韬。

“我主要是陪太子念书的，
体验一下之后为以后的盲人朋
友探路。 ”今年 50 多岁的陈阳告
诉记者，经过这次考试，他感受

到科技的力量，同时对考试中心
的贴心服务表示感谢，“在获悉
我们要报考社会工作者后，考试
中心工作人员专门携带了具有
读屏功能的电脑让视障考生体
验，为视障考生顺利参加职业考
试提供细心周到的服务。 ”

希望社工师能让自己多条路

唐雨、邓颖韬、邓文韬，三个
人都是 80 后，其中邓颖韬、邓文
韬还是两姐妹。 姐姐邓颖韬便是
张倩昕所成立社工机构的小伙
伴之一，而唐雨和邓文韬则是同
事。

“我们之所以考社工师，都
是受了张倩昕的影响。 ”三人告
诉记者，她们现在都是盲人按摩
师，与张倩昕不一样的是，三人
小时候都在特殊学校念书，毕业
后就从事盲人按摩工作。“我做
这一行已经 10 年了。 ”虽然出生

于 1987 年， 但唐雨已经是一名
资深按摩师， 由于在医院工作，
时间较多的她选择了报考社工
师，“希望自己能多掌握一门技
能，以后能让自己多一条路走。 ”

这次电脑读屏的考试让她
们异常感动。“以前也参加过考
试，要么就是盲文，要么就是限
于我们视障群体中的小范围考
试，而这一次是全国统考，无论
是考试内容还是考试时间都是
一样的，让我们感觉自己站在了
与普通人同样的起跑线上，这一
点比什么都重要！ ”三人说。

而陈阳则认为：“现在社会工
作者考试能让视障考生运用装有
读屏软件的电脑考试在全国尚属
首次， 为建立残疾人渴望的‘平
等、参与、共享’的文明社会做出
了积极贡献。 这必将为日后盲人
参加其他各类职业、晋升、学历考
试做出一个良好的榜样。 ”

（据《广州参考·广州日报》）

电脑读屏的设置让视障考生可以轻松答题

爱心义拍共筹得善款近 2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