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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镇宁路的一间一楼小屋里，!"岁高龄的
残疾人翻译家王志冲就生活在这里。虽然他
的身体因为患强直性脊柱炎而无法弯曲，只
能保持一个僵硬的“一”字形，挪动身躯十分
困难，每天，他仍要断断续续花上两三个小
时，靠在定制的高背椅上，站在高及胸部的工
作台前笔耕不辍。台子上，是去年刚学会使用
的电脑，旁边，有一个插着长长吸管的水杯和
一副陪伴多年的双拐……就是在这样艰难的
条件下，他克服常人无法想象的种种困难，坚
持翻译俄文著作。不久前，我国第一套中文版
《奥斯特洛夫斯基全集》由王志冲翻译出版。
实现了多年心愿的他，并没有因此停笔，下一
本书，已经成型于他的脑海中。

苦难中诞生翻译家
#$岁突发强直性脊柱炎的王志冲，下肢

完全僵直，不能弯曲不能走路，不得不在初三
中断学业，僵卧在床。就在病痛折磨得他快要
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母校格致中学的一位图
书馆老师拎来一网兜书，其中一本英译本《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让王志冲深受触动，萌生向
主人公学习的念头。

躺在床上，他用两年时间，在这位老师的
鼓励下，跟着广播学会了俄文，开始阅读俄文
原著，尝试翻译。在少儿社一位编辑帮助下，
#%&"年，他的第一本译作《第一个劳动日》艰
难问世，他禁不住流下激动的泪水，庆幸自己
找到了方向，不再是废人。

启蒙老师欣喜于这位特殊学生的进步，
在《解放日报》“朝花”专刊发表了一篇散文
《未来的翻译家》，王志冲却清醒地知道，彼时
的自己距离翻译家还有很远的路。后来，他发
表出版的译作越来越多，真的以为自己要成
为翻译家了，不料却碰上十年浩劫，这个正在
冉冉升起的翻译新星不得不改行，在街道工
厂当了近 "'年的会计。

当会计就要出门上班，王志冲为此专门
改制了一辆手摇三轮轮椅车。第一次上车，他
用骑自行车的方式去摇轮子，没想到，在第一
个转弯处，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幸有好心路人
搀扶，才重新爬了起来。一次次的尝试后，他
才终于熟练控制轮椅车，每天准时上下班。

身体的困难固然艰辛，被迫放弃译著更
令他遗憾。所以，当 #%(&年春回大地后，他马
上重拾爱好。第一次投稿，他从俄文翻译成中
文的柬埔寨民间故事就登上了《人民日报》副
刊。虽仅有短短两三百字，却让他的翻译工作
在困难中重新起步。

孜孜不倦高产惊人
"'#$年 $月 #&日，当选为第五届全国自

强模范的王志冲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前往北京
参加表彰大会，然而，在会上，国家有关领导
人却想起了王志冲。他说：“有个重度的残疾

人向我赠送了一本他翻译的书《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我们几代人是读着这本书成长的。”

会上提到的这本译著正是王志冲翻译生
涯中的代表作。王志冲说，当时国内虽已有译
本，却尚无从俄文原著直接翻译的版本。考虑
到自己的俄文能力、生活经历和特殊的身体
状况，王志冲想：“如果我来试试，是否会相较
过去的英译本别有一番特色？”恰逢原著出版
已满 $'年，著作权保护到期，王志冲大胆地
开始了尝试，并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从少儿版
到成人版等出了多个版本，迄今总印数已经
超过 )"万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王志冲获得过许多荣誉，出版过译著和
原创小说等 ('余本书籍，还发表了 #'''余
篇（首）各种体裁的作品，约 &''万字。他却始
终很低调，对于外界冠以的“中国保尔”“翻译
界的保尔·柯察金”等美誉总淡然处之，尽力
推辞。

老当益壮八旬学打字
在过去几十年的岁月中，王志冲有一位

特殊的“秘书”，帮他誊抄手稿，帮他去图书馆
借书，帮他查阅资料，这位特殊的秘书就是他
的人生伴侣———郑懿。因为长期躺着写字，王
志冲的“天书”只有郑懿一个人能看懂。即使
在寒冬腊月，郑懿也会裹着围巾戴好帽子，在
漏风的小屋里挑灯夜战，誊抄手稿，日积月
累，几个手指关节都变了形。王志冲心疼妻
子，也常对别人说：“我埋头写书累苦了妻子，
再也不写了！”然而，他们已经成瘾成痴，没过
多久，他们合力完成的新作又总是会付梓印
刷。因为舍不得放下翻译事业，他们甚至婉拒
了长宁区残联的建议，不愿住进养老院，宁愿
两个人艰难地相互支撑，也要在拥挤的小屋
中看书、写稿。

"'#(年 #'月，郑懿因病去世，与之相濡
以沫多年，王志冲深受打击。当他花了五个月
时间从悲痛中走出来后，他开始了全新的学
习：电脑打字。!"岁学打字，对于普通老人也
是不易，更何况他还是行动十分不便的残疾
人。然而，为了心中一个埋藏多年的梦想，王
志冲再次创造了奇迹。

早在 "'#$年，王志冲就有了翻译出版奥
斯特洛夫斯基全集的设想。不久前，这套包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中诞生的》《文
章·演讲·谈话》及近 !'万字《书信集》（上、
下）的《王志冲译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全
集》正式出版发行。在外人看来，这已经可以
为王志冲的翻译生涯画上一个完美句号，然
而，他却希望自己的翻译生涯再有一个新的
开始：翻译一套俄文的科幻小说，再创作一本
小说。虽然已经发过几次高烧，身体愈发不如
从前，然而，王志冲相信，只要肯与时间赛跑，
不断向着目标努力，这些，都有可能！

孙云

生命有短长 追梦无尽头
!"岁残疾人翻译家王志冲再出新作

! ! ! !虽然已经从上海市中心搬家到江苏
省太仓市，路途遥远，然而，每逢无障碍电
影放映的日子，盲人胡女士还是会在导盲
犬的陪伴下，花上几个小时的路程，往返
上海“看”电影。#'月 #$日，看到胡女士
清晨 $时 )'分就来到太仓浏河客运站，
工作人员好奇地问胡女士，你去上海“看”
什么电影？怎么“看”？胡女士自豪地回答
说：“我用心去看，用耳朵去看！”

每次放映都会让胡女士前一晚激动
得夜不能寐。#'月 #$日，上海市残联、东
方广播中心联合在国泰电影院举办第六
届上海市“无障碍电影日”活动。据统计，
迄今已有 #"万余人次上海盲人到商业影
院“观看”无障碍电影。

在 #'月 #$日活动当天，著名演员
佟瑞欣兑现了一年前的承诺，第二次来
到国泰电影院的上海市“无障碍电影
日”上，为大家讲解自己的新片《那些女

人》。同时，长期以来为盲人服务的“阳
光院线”社区无障碍电影配音志愿者、
商业院线无障碍电影解说志愿者等获
颁荣誉证书，浦东广播电视台志愿者团
队荣获 "'#! 年度无障碍电影解说志愿
者组织奖。

#'月 #$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盲人
节”。这天，上海 #&个区的定点商业电影
院都为残疾人朋友放映了无障碍电影，并
由东方广播中心的播音主持志愿者们到
场义务解说。据悉，自 "'#"年本市商业影
院国泰电影院首次开设无障碍电影专场
以来，各区的商业影院先后开设无障碍电
影专场。目前，市、区共有 #!家商业影院
每月为残疾人放映一场无障碍电影，每年
放映 "''多场次，为 "万余名残疾人提供
多样化的观影服务，&年来累计为残疾人
提供观影服务 #"万余人次。

孙云

6年为盲人观影服务12万余人次
第六届上海市!无障碍电影日"活动举行

! ! ! !“留住记忆·守护爱”认知症友好社区建
设项目近日在长宁区江苏路街道启动。据统
计，在上海户籍老年人中，认知症患者已超过
#$万。随着时间推移，认知症患者会记忆力下
降，行为异常，成为生活无法自理的残疾人
群。长宁区今年已入选全国第二批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区，正在三个街道同步
开展认知症创新试点工作，其中，江苏路街道
委托上海颐家养老服务中心承接，对在住的
户籍老年人进行全人群筛查，形成认知症社
区数据地图，创立认知症服务主题的“记忆
苑”。同时，依托江苏路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
务中心，打造认知症友好社区建设平台，为江
苏路街道社区居民提供便捷专业的认知症助
老服务。 孙云 袁玮

! ! ! !上海市参加第三届亚残运会的 "'名残
疾人运动健儿近日从印尼雅加达载誉归来。
上海共有 "'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击剑、坐
式排球等项目比赛，获得了 #(金 &银 %铜的
好成绩，每一位运动员都获得了奖牌。

上海残疾人体训中心承担轮椅击剑、竞
速轮椅、坐式排球等国家队训练任务，以上海
运动员为主力的这三个项目此次都有好成绩
进账。其中，女子坐式排球蝉联冠军，男子坐
式排球获得亚军，轮椅击剑和轮椅竞速项目
都有突破性的佳绩，为中国代表团以 #("枚
金牌、!!枚银牌、$%枚铜牌的成绩雄踞金牌
榜和奖牌榜第一做出贡献。
目前，上海残疾人运动员正在积极备战，

迎接国内外各项赛事，并为 "'"'年东京残奥
会做好准备。 孙云

! ! ! !“阳光杯”第三届上海市青年康复治疗师
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圆满落
幕。全市 !'家康复医疗机构的 &*)名康复治
疗师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角逐，最终决出前
三。大赛展示出上海市康复治疗师的专业风
采，也让大众看到了上海康复治疗专业水平
的不断提高。

本届大赛组委会对专业方向进行更加明
确的细分，并邀请康复治疗专家担任评委，确
保了大赛的权威性、专业性和公正性。在决赛
中设置了网络直播和网上投票，提高比赛透
明度、增加社会参与度、提升康复普及度，让
社会大众能更直观地了解康复治疗师的工作
流程，在观赏选手们专业技能的同时，感受康

复治疗的作用和魅力。
闭幕式当天还举办了第六届阳光康复大

讲坛———“康复病例国际公开课”，特别邀请
了来自首尔康复医院、台湾中山医学大学附
设医院中兴分院、香港理工大学康复门诊、中
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及市养志康复医院的康
复治疗团队进行康复病例展示。 孙云

上海残疾运动员
亚残运会载誉而归

第三届上海市青年康复治疗师技能大赛闭幕

长宁区打造认知症友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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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佟瑞欣等来到国泰电影院为大家讲解自

己的新片"那些女人# 朱德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