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庆

� � 用声音传递文
化的温度 、

率先创立盲人剧场、
开发体验互动式服
务、 确立自有知识产
权……在江苏南京的
金陵图书馆，名为“朗
读者” 的公益助盲志
愿服务项目已经耕耘
近 10 年。在社会广泛
参与之下， 文化的光
芒照亮了特殊群体的
心田， 以多维而深入
的方式抵达了盲人阅
读的“最后一公里”，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助
盲志愿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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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助盲：“文化盲道”铺到“最后一公里”

公益助盲从“等”到“送”

一边是盲人群体渴望通过
“阅读”了解世界，一边是空置率
普遍偏高的公共图书馆视障阅
览室。 怎样改变这种状况，完善
助盲阅读服务？ 带着这样的关
切，金陵图书馆早早就展开了探
索。 与传统“等”盲人上门不同，
金陵图书馆一开始就确立了“主

动送”的思路，利用服务创新，延
展视障阅览室、盲文文献等图书
馆标配职能，在此基础上广泛开
展对外合作，打造出一批助盲文
化品牌。

在视障阅览室，该馆的“双
预约”服务与盲文图书“你选书，
我买单”服务，一经开通就受到
视障读者欢迎。 前者是指视障读
者通过热线预约到馆时间，馆员
一对一现场协助阅读；或就阅读
需求来电咨询，邀请馆员前往社
区或家中提供文化类服务。 后者
是馆员询问盲人的阅读需求，精
准提供阅读书目。 这样贴心的举
动，很快改变了以往盲人读者被
动接受图书馆现有馆藏盲文图
书的状况。

实践创新加速，公益助盲志
愿服务项目应运而生，拓宽了盲
人阅读零障碍的通道。 2012 年，
金陵图书馆联合南京新闻广播
共同发起“朗读者”项目。 项目通
过招募朗读志愿者，和社会各界
相关单位建立朗读者联盟，将授
权图书作品录制成有声读物，通
过传统的实体光盘和数字化的
网络平台进行传播分享，并通过
读书会等活动形式，为视障群体
及其他有需求的人群提供阅读
服务。

有声阅读，让视障群体深度
参与，这道知识和信息的大门为
所有人平等开放。 在助盲阅读工

作中，版权保护则贯穿始终。 从
2012 年第一季“用声音点亮生命
的光”到 2021 年第十季“献礼建
党百年朗读‘红色之城’”，“朗读
者”项目一季一个主题，紧贴社
会进步方向，向作家和出版单位
取得图书的公益朗读授权，并向
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进行有序
培训、组织、管理，开展音频采
集、整理和出版等工作。 所有作
品成果均通过借阅、赠送、邮寄、
网络传输等方式惠及全国各地，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衍生服务 从单一向多元

完成从“等”到“送”的转化
后， 金陵图书馆又更进一步，在
“朗读者”项目中，于 2016 年起在
全国率先开设“盲人剧场”创新
板块，依托馆藏资源，以跨界合
作的形式， 开展集盲人讲座、演
唱、戏曲、话剧、朗读、朗诵、广播
剧、无障碍电影等适合盲人欣赏
的文艺演出一站式服务，弥补了
盲人文化服务中艺术形式相对
单一的短板。

金陵图书馆馆员、志愿者和
文化机构的“黄金组合”，共同提
供助盲阅读服务，大大丰富了视
障群体的阅读体验。 在“世界读
书日”和传统节庆，视障群体能
放松心神， 便利地体验文化之
美； 从南京市民到外国留学生，

来自不同领域的志愿者广泛参
与， 带来持续的温暖和活力；扩
大合作面，联合南京创新名城文
化推广中心、南京文学之都促进
会、视障公益组织等众多社会力
量，用触摸与聆听的方式，让视
障群体享受无差别的文化服务。

突破常态，将单一的阅读服
务发展为多元的文化体验，金陵
图书馆的创新脚步从未停息。 总
结“朗读者”和“盲人剧场”的成
功经验，该馆不断衍生阅读推广
活动， 于 2020 年 10 月推出了一
项新的服务：“黑暗两刻钟———
触摸未知，守护爱与光明”视障
体验活动， 一刻钟了解黑暗，一
刻钟体验黑暗， 主要面向儿童，
播撒群体融合与关爱的种子。 该
活动每期线上招募 6 至 8 人，内
容包括科技体验、场景式黑暗体
验和视障知识普及等，引导儿童
探索科技创造无障碍未来的可
能，触摸式体验视障群体生活场
景， 集中了解助盲用品和知识，
让活动对象身临其境地感受黑
暗中的世界。 同时，邀请盲童参
与活动，他们作为策划者、参与
者与引导者，与体验的小读者共
同阅读，增强了与小读者之间的
交流融合， 凸显了彼此尊重、相
互平等的理念。 据统计，活动开
展以来， 共有超 1000 人次儿童、
视障儿童 50 人次参与， 活动总
体满意度为 99.2%。

共创共享 铺设“文化盲道”

从 2012 年项目开展至今，
“朗读者” 累计志愿者人数已近
1.1 万， 服务江苏省范围全龄段
盲人读者三万余人，共录制书籍
100 种，征文作品 90 余篇，总时
长超过 300 小时；正式出版有声
读物 15 种，举办公益活动 170 余
场，成为视障人群口中“一座用
耳朵聆听的图书馆”。

在积极开展活动之外，金陵
图书馆注重品牌升级，将“盲人
剧场”名称和“朗读者”活动图标
申请注册商标，这也是该馆建馆
以来首次为品牌活动注册商标，
既确保了活动版权，提高了社会
认知度，也为提高项目专业化和
高品质提供了新的动力。

“关爱特殊群体，倾听爱的
声音，我们一直在努力，希望通
过品牌项目促进志愿服务成为
社会必需，弘扬志愿精神。 ”金陵
图书馆馆长焦翔认为，公共图书
馆在全民阅读的环境下，应从无
差别服务到精准对接，从书籍服
务到多角度阅读推广活动，从单
一活动到多元文化输出， 多角
度、 多层次地铺设彰显人文关
怀、 传播文化成果的“文化盲
道”， 让盲人读者无障碍共享文
明成果，促进社会的和谐。

（据《中国文化报》）

12 月 12 日， 第七届 ME 公
益创新资助计划启动仪式暨现
场答辩会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举
行。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陈红
涛、中国民生银行总行办公室主
任王磊、滑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顾
建宇、封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
凯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等出席活
动。 往届资助机构代表及第七届
ME 公益创新资助计划入围机
构、媒体线上参与。

2015 年，中国民生银行发起
“我决民生爱的力量—ME 公益
创新资助计划”， 旨在关注和支
持公益领域的创新实践及社会
影响力营造，通过系列活动资助
有发展潜力及社会影响力的组
织及项目，带动更多机构发现并
解决社会问题。

六年来， 中国民生银行为
135 个公益项目提供总计 6600
万的创新资助基金，项目实施及
受益地区覆盖全国 30 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受益人包括外来
务工人员、心智障碍群体、残障
群体、留守儿童、乡村中小学生
等， 项目直接受益人数达 25 万
人次。 ME 公益创新资助计划也
成为公益资助领域一年一度的
大事。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面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与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新形势
新任务， 第七届 ME 创新资助
计划新增乡村振兴领域， 支持
社会组织开展拓展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与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
创新实践。 有效引导和支持社
会组织参与到国家乡村振兴工
作中来。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陈
红涛表示，ME 公益创新资助计
划在资助社会组织主体模式不
变的情况下， 不断追求资助领
域和资助方法方面的创新。 随
着脱贫攻坚的胜利， 三农工作
重心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乡村
振兴， 第七届 ME 创新资助计
划紧跟国家政策变化， 积极响
应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战略
的要求， 本年度新增乡村振兴
领域， 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在
乡村振兴领域开展项目创新。
同时第七届 ME 公益创新资助
计划创新社会组织参与模式，
本年度新设立了社会组织乡村
振兴定点帮扶创新实践，充分发
挥社会组织在县域的专业优势
和资源规模效应。

中国民生银行总行办公室
主任王磊表示，中国民生银行始
终秉持“服务大众，情系民生”的

企业使命，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不断探索可持续、能复制的公益
模式。 民生银行愿意携手公益界
伙伴在乡村振兴、 教育支持、生
态保护等提升人民福祉的方面
积极作为， 共同助力第三次分
配，为绘就更加美好的时代画卷
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民生银行与中国扶贫
基金会发起“ME 公益创新资助
计划”的初衷是希望为社会组织
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让社会组
织与政府、企业、媒体联动起来，
通过支持创新性公益项目解决
社会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 未来
ME 公益创新资助计划也将继续
坚守初心，顺应社会问题的解决
方向，探索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
机制，支持社会组织开展乡村振
兴创新实践，成为中国公益和社
会创新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和推
动者。

新增乡村振兴领域

第七届 ME公益创新资助计划正式启动

第七届 ME 公益创新资助计划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