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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习近平前往唐山市截瘫疗

养院。他在康复室看望正在做康复训
练的截瘫伤员，一一了解他们的伤情
和康复治疗情况，问他们还有什么困
难，祝他们健康长寿。在疗养病室，
他同因地震伤害截瘫的杨玉芳、高志
宏夫妇亲切交谈。得知他们长期参加
力所能及的劳动和工作，努力融入社
会、自食其力，习近平很高兴。夫妇
俩向总书记赠送自己新近出版的小说

和诗歌集，并即兴朗诵了一首歌颂解
放军当年抗震救灾英勇事迹的诗歌，
习近平称赞他们乐观上进、事迹感
人，用行动诠释了生命的价值和意
义。活动室内，10 多位截瘫伤员正在

开展文娱活动，习近平来到他们中
间，同他们亲切交谈，并欣赏了二胡
伴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习近平勉励
他们说，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
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

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生命、追求健
康，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精彩人
生。习近平指出，大爱无疆，医者仁
心，医护人员要树立把伤残人当亲人的
思想，为伤残人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

——摘自《习近平在河北唐山市考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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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下穿着重达十几斤的铅衣，背后早
已湿透了一大片，右脚全程直立不动，只有
左脚踩着铅板不时移动，手术结束时她的膝
关节几乎无法弯曲……

当人们正在享受“五一”小长假时，来
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
的副主任医师田颖，正在医院的手术室内与
死神搏斗，抢救一位心脏病患者的生命。4 个
小时的紧张手术后，她艰难地抬起酸痛的脖
子，咧开嘴笑了笑，轻声说道：“手术很成功。”

在这里工作 11 年，她每个手术日平均 5
台手术，单台手术时间最长超过4小时。由于
总是不按时下班，她几乎从来没有在饭点按
时吃过饭；有时候连做几台手术身体吃不
消，回到家就只想闭上眼睛休息；白天门诊
或者查房时与病人说话多了，晚上嗓子就经

常发不出声来。
提起这些，坐在我们对面的田颖说自己

身体虽然会累，但心里很满足：“我不怕累，
因为我一直在践行自己的追求，做着自己热
爱的事，我觉得是一种幸福。”

说起田颖，科里医护人员的一致评价
是：科室最忙的人，也是最温暖的人。在同
事之中，田颖的查房时间可以说是最长的。
每到一处病房，她不仅细心询问病人病情，还
嘘寒问暖，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一条走廊，
从这头走到那头，边走边停，经常有病人过来
聊天，满是欢声笑语，病房倒更像是家了。

但诊治病人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我邻
居说‘起搏器不好，我不做’。”田颖经常会
遇到病人类似的任性质问。就在接受采访的
前一天，田颖得知一位张大爷因害怕起搏

器，一直在找借口拒绝上手术台进行治疗，
但是从他的病情看，如果不做，随时可能有
生命危险。

田颖拉过一张凳子，坐在张大爷的病床
前，一边听大爷说心里话，一边耐心地给他
解释手术的安全性，让他克服恐惧心理。最
终，张大爷“听话”地同意做了手术。术
后，他逢人就说：“真的要感谢美女田医生，
我现在感觉身体舒服多了。”得到这样的评
价，田颖觉得很开心。

田颖向我们透露，现在心内科医生的心
理压力普遍比较大，有的医生看完病人或做
完手术后会去看心理医生。为解决这个问
题，3 年来，她坚持每周在自媒体平台发布
“‘田’言心语”视频，分享查房经验，发
布“田言秘语”，普及医疗知识，帮助患者解

决疑难杂症，疏导医患之间的矛盾纠纷，同
事和患者都纷纷夸她人美心善。

“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里一切需要爱
的事物，不要任何理由。”田颖很喜欢诺贝尔
和平奖获得者特蕾莎修女的这句话。不管手
术再忙再累，闲暇时，她都喜欢泡一杯茶，安
静地读读书，她说读书能带给她知识的积累和
灵魂的富足。也许，田颖一直积极地为患者带
来温暖，是来自书籍给她的浸润吧。

“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

视障人士，欢迎来到“光明影院”
本报记者 叶 子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
刚刚过去的5月19日是第29个全国助残日，在北京市朝阳剧场，一场特殊的公益放

映正在举行，而上面这句话正是活动的开场白。这天，来自全国的200余名视障人士一起
欣赏了由“光明影院”项目团队制作的无障碍电影《流浪地球》。伴随着志愿者的释
读，视障朋友们进入到一个色彩斑斓的电影世界。影院的光，打在他们兴奋地扬
起的脸上。

“光明影院”是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与北京歌华有线电视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嘉影电视院线传媒股份公司共同推出的
一个项目，旨在为视障人群释读经典影片。成立一年来，
团队制作了104部无障碍电影作品并赠送给全国10
个省市的盲人协会，构筑起一条彰显人文关
怀、传播文化成果的“文化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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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了人生中第一张电影票！”

“参与这个项目，我个人感受特别强烈的一次是今
年北影节的公益放映，尤其是看到孩子们进电影院特别
兴奋的状态。我还记得，一个孩子说：‘我有了一张电
影票，是21排！’”当谈起“光明影院”，中国传媒大学
电视学院教授秦瑜明又一次红了眼眶。

据统计，目前中国共有1700多万视障人群，相当于
每 80 多人中就有 1 位视障人士。帮助视障人士“看电
影”，这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体验，而“光明影院”项
目的师生志愿者们却深有体会、感触良多。

4 月 14 日，该团队组织北京市社区和北京盲校的
160 余位视障人士，走进首都电影院 （西单店） 观看电
影 《西虹市首富》，这也是“光明影院”首次参与北京
国际电影节这样的文化盛事。中国传媒大学2018级硕士
陈红负责观影团从盲校到电影院的往返，令她印象深刻
的是，有人一大早就起来了，穿戴整齐，翘首以盼，一
路上大家在大巴车里说说笑笑，“就像小时候去春游一
样”。陈红感觉到：“和我们一样，对于他们而言，去电
影院看一场电影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为了呵护好这份仪式感，120 余位志愿者们操碎了
心。提前确认场地细节、准备午餐和资料、时刻注意台
阶、下车后组成人墙全程护送、进到放映厅帮助找座
位、还要考虑对方心理感受避免旁人有可能的非议……
但当大家静下来欣赏电影时，又是另一番景象。有的老
爷爷老奶奶偶尔窃窃私语，女孩子和闺蜜之间会常常交
流剧情，有趣的场景大家会仰头大笑，温情的时候则有
小朋友紧紧抓住志愿者姐姐的手。

看到这一幕幕，站在一旁的志愿者们感动得热泪盈

眶。“我看到他们每个人身体都是前倾的，头微微向上
抬起，那种姿态是努力去理解、去感受，仿佛这样就能
让电影画面朝他们扑面而来。”中国传媒大学 2018级硕
士生李超鹏说，即使后来回去整理现场照片，依然会被
这些镜头打动。

一年间，“光明影院”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 10次公
益放映活动，每次都会发放“光明影院”特制的观影
券。对于很多视障朋友们来说，这是他们拿到的第一张
电影票，是人生看过的第一场电影。这不仅是一张小纸
条，更是洒向人生的一道光，让他们终于有机会平等地
参与文化生活、享受文化成果。

“‘西红柿’都快‘剪’成番茄酱了”

一旦有光洒进来，更大的世界就会被打开。
每次观影结束后，团队都会做调查问卷收集反馈。

志愿者们发现，总有人问下次能不能播放武打片、科幻
片或者动画片，还有人关心 4D电影是怎样的体验。5G
时代、视听时代，信息鸿沟越来越大，当有人给视障人
群呈现出一点世界的面貌时，他们对于这个世界会有更
多渴求。而这，也激励团队的“追光者”们去制作更多
更好的无障碍电影。

2 个小时的电影，2 万字的文稿，打印出来 30 多页
纸，写作需要 1 周，修改又得 1 周，进棚录音和后期制
作至少四五次。从选片、写稿、审稿、修改到录音、剪
辑、混音、导出，中国传媒大学2018级硕士生李怡滢制
作无障碍版本 《西虹市首富》 花费了近 1个月时间，用
她自己的话说，“‘西红柿’都快‘剪’成番茄酱了”。

无障碍电影，是在电影对白和音响的间隙插入声音
讲述，描述画面信息及其背后的情感和意义，来帮助视

障人群更好地理解电影。如何简洁描述、精准传达，脚
本的撰写非常关键。对于志愿者们而言，一部电影看30
遍以上、一个镜头看 100 遍以上完全不夸张，一个 5 分
钟的片段写稿可能得花费 2个小时。于是，暂停和后退
成了他们最常使用的按键，影评成了他们浏览最多的文
章，“自身语言苍白无力”成了他们最高频的感慨。

李怡滢还记得，就电影里出现的一捆钱，团队就反
复讨论了很长时间。是说半米高的钱，还是一捆小臂那
么长的钱、10块砖头摞起来那么多的钱，又或者直接换
算过来变为大约20多万元的钱？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
电影，这样的“抠细节”数不胜数。

曾经，中国传媒大学2018级博士生王海龙在手记里
写道：特别希望有一种语言能够跨越黑暗的障碍，瞬间
带给观众光明，然而这种语言或者技法现在没有，创造
它就是我们的使命。如今，他已经成为团队里的大师
哥，归纳出语言要简练、要构建情节、塑造空间感，不
要有长句、不使用同音字等诸多经验法宝。

《西虹市首富》 放映当天，李怡滢一直很忐忑，看
到观众跟着电影情节一起笑一起哭，她深受感动，也特
别感激：“那天，我听到他们对志愿者说了很多声‘谢
谢’，但其实我想感谢他们。谢谢他们愿意来，谢谢他
们愿意听，让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有了意义。”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青年教师赵希婧、付海钲
也是“光明影院”的“光明使者”，他们说，在为视障朋友
提供欣赏无障碍电影的过程中，自己也会产生一种快乐
和幸福感，这个项目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也让
他们更强烈地意识到新时代青年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所有人坐在一起体会电影的魅力”

如今，在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宽敞明亮、设备齐全
的混录棚里，一些成员还会想起当年那个闷热狭窄、仅能
容纳五六人的简陋录音棚。正是在那个“小黑屋”里，他
们体验了盲人的生活，制作了“光明影院”的第一部作品。

提到“光明影院”的初衷，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
教授赵淑萍说：“学校门口的盲道我们天天经过，其实
没什么盲人在上面走，利用无障碍电影，我们可以构筑
一条文化上的盲道。‘光明影院’的寓意就是帮助视障
人士寻找光明、给他们希望。”

从最初 5位发起人到新加入的志愿者要经过严格考
核筛选 ，“光明影院”逐渐形成了专业的团队，也探索
出了一整套无障碍电影制作的流程。一年来，团队制作
完成 104 部无障碍电影作品，撰写 300 余万字讲述稿，
服务时长 8 万余小时，举行 10 次全国范围的公益放映，
向全国19所盲校、68所高校图书馆赠送了无障碍电影作
品，共有 103名师生志愿者参与无障碍电影讲解，1300
余人次参与视障人士观影志愿服务。

与此同时，“光明影院”也走出了一条“盲校——
图书馆——社区——院线”的公益推广之路，获得越来
越多的关注。未来，“光明影院”还将每年制作104部无
障碍电影，全年52个星期，这意味着，中国的视障朋友
拥有每周欣赏 2部电影的机会，达到甚至超过明眼人的
平均观影频次。

放眼全球，无障碍传播已成为世界潮流，体现一个
国家和社会的文明程度。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著名导演
贾樟柯受“光明影院”项目启发，建议国家为无障碍电影
立法、建设无障碍电影标准、减少对于无障碍电影的版权
限制、完善电影院的无障碍观影设施，号召社会各界支持
无障碍电影，通过丰富残疾人的文化生活，提高社会发展
的文明程度。这也是“光明影院”项目的长期目标。

“其实，我们做的是文化领域的精准扶贫。”中国传
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陈欣钢表示，从刚开始的观念突
围、技术突围到现在的影响力突围，“光明影院”的发
展速度很快，他希望未来所有电影都设置无障碍声道，
希望有公益心的电影院加入“光明工程”，希望版权
方、制片方从源头开始将视障人士的需求纳入考虑。

作为“光明影院”的创始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
播学部学部长高晓虹教授有着更高期待：“我们特别希
望‘光明影院’能够改变中国电影的技术标准，以后中
国的电影推出时，会有一个声道专门为盲人开设，真正
使视障群体融入社会，融入文化和生活，共享改革开放
的成果。”

今年的全国助残日，王海龙在微信朋友圈写道：
“相信在未来，所有人都会坐在一起体会电影的魅力。”
当视障人群也能无差别地走进影院欣赏电影，哪家影院
不是一个座“光明影院”？

（本文照片由“光明影院”团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