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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他们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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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不
少老师收到了学生制作的爱心礼
物。松江区辅读学校的戚明月老师
也从刚尿过裤子的学生那里收到了
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只装着换洗
内衣裤的垃圾袋。

这样的“礼物”，戚老师和同事
们经常收到，因为他们的学生很特
殊，随时随地有可能发生点意外状
况。在专门招收特殊学生的松江区
辅读学校，帮孩子们清洗满是污物
的衣服也是一种日常。

家访遭遇意外状况
开学前一周，戚明月和搭档张

玉平在家访中来到了学生多多的
家。老师和家长正聊着，多多突然爬

上桌子，尖叫着强迫妹妹喝酸奶，过
了一会儿，又用不知从哪里找来的
木棒不停敲打桌面。

家长的呵斥没有制止住多
多，戚明月一把握住他的手，同时
分散他的注意力说：“多多，你看
这个毽子是不是更好玩？我们一
起玩毽子吧！”多多扔掉了木棒，
扭曲的面容放松下来，开心地抓
起毽子踢起来。
对于这些患有唐氏综合征、自

闭症、脑瘫等各类疾病的特殊孩子
来说，这样的情况随时可能出现，
即使是在课堂上，他们也会控制不
住地突然随地大小便、大喊大叫，
甚至可能伤害自己或同学。

给这些孩子上课，老师们对每

一个孩子的特性都得了解，更要有
耐心和细心，关注他们的每一点情
绪波动，更要不断地伸出手去，把
他们往前推、向前拉。

听一声"妈妈#很激动
可可一出生就患有听力缺陷，

直到 %岁才植入人工耳蜗，耽误了
康复时机，所以，入学的时候连“爸
爸妈妈”都不会说。来到赵雪梅老师
的班级后，通过个训和言语矫正，-
个月后，赵雪梅终于听见可可说出
了“妈妈”，那一刻，她比第一次听见
自己孩子叫“妈妈”还激动。
今年开学，可可进入幼儿园随

班就读，每周抽一天回到辅读学校
继续进行个训和言语矫正。开学前

一天，赵雪梅来到可可家，关照爷爷
奶奶检查耳蜗的干燥剂是否备好，
告诉可可怎么保护耳朵，教她如何
在学校避免受欺负。

克服失落倾注心力
来到特殊学校，体育老师张玉

平曾经也有过失落：班上的孩子智
力都在 -$左右，和普通学校的体育
老师相比，他的工作显得琐碎许多，
不要说培养体育健儿了，就是让大
家站整齐，都是件困难的事情。“但
看到孩子们围着我，传着皮球，笑得
那么开心，我的心是温暖的。”在枯
燥乏味的教学中，张玉平又总是被
孩子们天真无邪的举止打动，原本
揪着的心也变得柔软起来。

天天与特殊孩子相处，老师的
压力也很大，甚至有一名新教师看
见学生们天天尖声喊叫、到处疯跑，
回到办公室后，情不自禁抱着另一
名老师放声大哭。同事抱着她安慰，
旁边的老师们都感同身受地流下了
眼泪……

张玉平皱着眉头回忆这段往
事，说：“我压力大的时候就找家人
谈谈心，家人都很支持我的工作，也
很理解我。我爱人是普校的体育老
师，她经常会开导我，给了我很大的
动力。”像张老师一样，克服失落感
为特殊孩子们倾注身心的特教老师
还有许多。
在这个教师节，一些特殊孩子

甚至不能清晰地道一声“老师，节日
快乐”，然而，老师们知道，孩子们把
爱深深地藏在了心里。!文中学生均
为化名"

张小小 孙云

! ! ! !这是一次特殊的考试：考场寂
静无声，考生和考官挨个上场，引导
员和考生之间用的是手势交流，考
试时考生和考官之间也是用打手势
一问一答，就连配合在大屏幕上播
放背景 ../ 的工作人员也是通过
打手势与其他工作人员交流考题。
考官和考生的组合也很特别，出考
题和做评委打分的都是聋人，被考
的则是医院的医生、护士、保安和志
愿者。正如在做考前准备的护士小
张所说，大多数考生“过去从来没和
聋人‘说过话’，没想到今天会被聋
人考手语，毕竟是第一次，学手语也
没多久，‘班门弄斧’还是有点紧张
的”……
这场特殊的考试，就是普陀区

残联、普陀区聋人协会与普陀区人
民医院共同组织的上海市首次医护
人员窗口手语培训考核。普陀区人
民医院 %)名医护工作者通过 %个
多月的手语培训和此次考核，正式
成为普陀区人民医院“助聋门诊”的
首批志愿者。
普陀区残联在今年的大调研中

了解到，聋人看病难始终是个大问
题。为此，普陀区残联与普陀区人民

医院联系，推动区聋人协会与该院
结对共建，从今年 '月起，在该院举
办医护人员手语培训班，为开设助
聋门诊做准备。

'月 &-日，手语培训班的第一

堂课，医院 !%个部门、职能科室的
导医、医生、护士、社工、志愿者、保
安等关键岗位的 -$名学员利用午
休时间坐进了课堂。当普陀区残疾
人活动中心主任、上视新闻综合频

道午间新闻手语主持人张丽君讲完
课后，大家意犹未尽，拉着她继续请
教。有的说出自己曾遇到聋人患者
时的“糗事”，有的说过去连蒙带猜
往往信息交流不准确，难以帮到聋
人。大家都说，学会手语之后能更好
地服务聋人，效果太令人期待了。
在之后的三个月中，每次培训

都吸引了大家放弃午休前来参加，
尽管大家刚刚经过了一上午的高强
度工作，教室内的气氛仍然十分热
烈。同学们有的看见打错手语互相
调侃，有的则在交流自创的各种手
势记忆法。课后，大家还抽空观看普
陀区残联拍摄的手语教学视频，复
习学过的内容。
三个月学下来，普陀区人民医

院的导医张凤珠感触很深。在她的
岗位上，经常碰到聋人来就医，之前
沟通十分费力。最近，情况不一样
了。一个周六，她遇到一位聋人阿
姨。这天，医院没有手语志愿者，张
凤珠看到她正在领药窗口，向里面
的医生比划着，一副很着急的样子。
张凤珠马上主动走过去，用手语打
招呼，问她哪里不舒服。张凤珠本来
担心自己刚学手语，手势做得不好，

没想到聋人用手语“说”她已经呕吐
了几天，现在要拿药，还给她一直竖
大拇指表示称赞和感谢。张凤珠意
识到，聋人患者看懂了自己的手语，
自己也“听”懂了她“说”的话，心里
高兴极了！

学以致用，大家的积极性愈发
高涨。考试这天，除了一名无法离开
工作岗位的医生缺考，其他学员都
提前来到了考场。有的医生连午饭
都没顾上吃，一直埋头复习，医院党
委副书记聂恩珍还给自己临时增
加了难度，又在考试前多学了一段
“祝大家身体健康、早日康复”的生
活用语。
考试中，坐在台下观摩的院领

导也是边看边学，兴致盎然。坐在台
下打分和观摩的上海市聋协和全市
!$个区聋协的主席们看到考生们
与扮演患者的聋人考官们交流自
如，都露出了赞许的笑容。
考试结束后，成绩揭晓，学员们

都松了一口气，三个月的努力没白
费，全部通过考核，顺利结业。几天
前，“助聋门诊”在普陀区人民医院
正式揭牌启动，普陀区聋人看病更
方便啦！ 孙云

上海举行首次医院窗口手语考核
普陀区人民医院助聋门诊正式挂牌

! ! ! !秋高气爽，正是风吹稻浪、稻谷
飘香的时节。昨天，在松江区泖丰瓜
果专业合作社，基地负责人陆巧英
正逐个打电话给伙伴们，分享丰收
的喜悦：“沈大哥，明天我们家收稻
子，你来拿点新米啊！”“张阿姐，猕
猴桃熟了，早点来尝鲜哦！”挂断电
话，她和其他残疾人同伴又一起在
场地上忙活起来，晒谷的晒谷，收割
的收割，这个松江区首批扶残涉农
经济组织之一的合作社迎来了一年
中最令人激动的丰收季节。

&$!,年 (月，为进一步加大农
村残疾人综合帮扶力度，提高精准
帮扶水平，改善农村残疾人生活状
况，松江在各个街镇动员涉农经济
组织，落实市府实事项目“帮扶农村
困难残疾人劳动增收”。泖丰瓜果专
业合作社成为松江区首批扶残涉农
经济组织之一，本身是残疾人的陆

巧英带动 -$名残疾人一起务农。
!)00 年出生的陆巧英曾在企

业工作，因病致残后回到家中务农，
从零学起的她，通过不懈的努力，培
育出了松江第一批地产猕猴桃，还
种植了水稻、蟠桃、葡萄、西瓜、红菱
等多个品种的农作物，不少其他区
县的团队和个人常来参观学习，她
也经常邀请专家开展科普讲座，带
动周边村民共同致富，因此被评为
“全国科普惠农兴村示范带头人”。

泖丰基地位于松江泖港镇曙光
村，今年台风频繁，“云雀”登陆时，
他们的作物也受到了影响。陆巧英

感慨地说：“幸好残疾人伙伴都来帮
忙，抢收了一大批刚好成熟的猕猴
桃。老沈从早晨 '点多赶到，一直到
傍晚才走，累坏他了。”陆巧英口中
的“老沈”叫沈慰良，体内有 %块钢
板和 &,颗钢钉，站久了全身酸痛，
但来基地干活从不叫苦，还经常帮
忙修理农机。沈慰良说，来基地干活
不仅有收入，还能和大伙说说话，比
一个人闷在家里强，所以很乐意来。
像他一样想法的残疾人还有很多，
能在家门口找到一个工作岗位，干
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大家都很高兴。

张小小 孙云

! ! ! !“阳光杯”第三届上海市青年
康复治疗师技能大赛日前在同济
大学附属养志康复医院（上海市阳
光康复中心）开幕。大赛由上海市
残疾人康复协会、市康复医学会和
市康复治疗质控中心共同主办。活
动中，上海市残联与中国康复医学
会进行战略合作签约，双方将合力
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
体系建设服务，为我国康复医学事
业发展提供广阔平台，实现优势互
补、要素互通、战略共赢。

比赛中，!'( 名青年康复治
疗师从初赛 0$$名选手中脱颖而

出，在复赛中展开激烈角逐。./组
分为神经、肌骨、儿童和心肺等 -

个亚专科，1/组分为神经、肌骨、
儿童等 %个亚专科，现场模拟实践
操作，比拼临床技能，争夺决赛名
额。
据悉，三年一届的“阳光杯”大

赛作为上海首创的康复治疗领域
学术竞赛品牌，规模大、水准高、
影响广，不仅挖掘了一批批康复
医疗领域专业人才，也向上海乃
至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提供了中
坚力量，有效提升了国内康复医
疗行业水平。 孙云

又到稻浪飘香时
残疾伙伴喜丰收

第三届上海市青年
康复治疗师技能大赛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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