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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當年關習近平當年關懷懷 榕盲校光耀中華榕盲校光耀中華
月中那個陽光明媚的周末上午，本報記者隨福建水之聲藝術團走進福州市盲校。

在與該校的 「迎新年我們在一起」 聯歡活動中，記者耳聞目睹了社會各界對盲童的愛
心和對盲校事業的關懷，更了解到這所得到過 「習書記」 關懷的特殊學校創下過許多
光耀中華的不平凡故事。 【本報記者史兵福州報道】

日前，由福建省直機關幹部、高校教師等組成的
福建水之聲藝術團與榕城藝術愛好者一起，帶着一台
暖意融融的文藝節目和善款、慰問品，走進福州市盲
校，他們用愛心給學校的盲童們帶來了光明。

這台名為 「迎新年我們在一起」的公益聯歡會，
由福建省青年志願者協會、福建省水之聲藝術團、福
建省民族與宗教事務廳志願者服務隊等單位主辦。據
介紹，福建水之聲藝術團成立於2006年，幾年來，他
們自帶樂器，利用業餘時間學歌、排練，利用雙休日
走進社會，為大眾服務。幾年來，已先後舉行過60多
場公益演出。

迎新聯歡會由八名盲童表演的中國大鼓開場，當
氣勢磅礴的鼓樂《中國龍》響起時，場上爆發起熱烈
的掌聲。水之聲藝術團團員、閩江學院音樂老師朱黎
冰對記者說： 「我從這些孩子身上感受到中國人的堅
韌、中國人的頑強，與這些孩子在一起我很受教
育。」當水之聲藝術團合唱《好日子》時，台下的盲
童和老師、家長們一起打着拍子加入了合唱。

最感人的一幕出現在捐贈環節。盲校學生王閩
融，今年12歲，是盲人足球第三隊隊員。前不久，他
在一次訓練中眼部嚴重受傷，不得不摘掉左眼球，花
了一大筆醫療費。王閩融的父親腿有殘疾，母親也是

盲人，家境貧寒，只能借債支付醫療費。此事被水之
聲藝術團一位女團員獲悉，她四處為之籌款。她的善
舉感動了福建省天主教公益慈善愛心基金會，專程帶
着一萬元善款隨水之聲藝術團一起來到盲校，親自將
善款交給了王閩融一家。一同參加迎新聯歡會演出的
榕城藝術愛好者，不但帶來了歌聲，還帶來了毛巾、
被褥、水果、巧克力糖等大量慰問品送給盲童們。水之
聲藝術團團長智小泉說：「我們希望用這份愛心讓盲
童們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林文）

水之聲藝術團福州盲校獻愛心

落於高蓋山下的福州市盲校新校園，是在當年時
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的直接關懷下建成的。據校長
吳淑英介紹，1992年12月，時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
鄧樸方，在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的陪同下視察了
福州市盲聾啞學校。當聽了學校的情況介紹後，鄧樸
方表示，希望福州市能辦一所全國最好的盲校。於
是，在習近平書記的直接關懷下，福州市政府將建設
新盲校列為1993年為民辦十大實事之一。1995年8月，
福州市盲校遷入在倉山區首山路的新校園。

百年盲校揚名世界
據介紹，福州市盲校是一所百年老校，1898年8月

由英籍澳洲人岳愛美女士創辦，取名 「中華聖公會私
立靈光盲童學校」（專收男童）。1903年，英國聖公會
傳教士、澳洲人沈依咪女士也在福州創辦了一所盲校
專收女童，取名 「私立福州明道盲女學校」。1951年
「靈光」和 「明道」兩所盲校合併為 「福州市盲人學

校」，1979年該校又與聾啞學校合併為福州市盲聾啞學
校。

吳淑英說，福州盲校是專門從事視障教育（含低
視力）的，早在百年前福州靈光盲校就在盲文教學方
面走在全國前列。1911年，創辦人岳愛美女士對盲文加
以改進，將字母增加到53個，聲調符號7個，每個音節
由聲、韻、調3個點符組成。1920年，她提出以詞為單
位的簡寫方法，簡寫詞的前後都有空格，成為我國盲
文有分詞形式的先聲。

而真正讓福州靈光男童盲校揚名世界的是工藝部
和銅管樂隊。吳淑英介紹說，1910年，靈光盲校的肖靈
開等4人攜帶自編的竹籃、草席、織的毛衣等手工製品
參加在南京召開的工業展覽會，獲得清政府金質獎章
和獎狀；1912年，靈光盲童精美的手工藝品在巴拿馬運
河竣工展覽會上再獲嘉獎；1929年夏，該盲校工藝部還
利用織席機發明了一種海草結席技術，草席能染成各
種顏色，一時間暢銷全國。此外，靈光盲校的管樂隊
曾於1922年赴英國進行了22個月的巡迴演出，受到英女
王的接見。

盲人足球載譽殘奧
吳淑英說，有愛就有光明。在 「習書記」的關懷

下，福州市委、市政府和社會對盲校一直十分關心，
2009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又投資了近一千萬元用於校舍的
改擴建、操場建設及校園綠化，使福州市盲校成為一

所花園
式學校。
目前，學
校總佔地面積達
24829.6平方米，
建築面積10782.75平方米；有13個教學班，學生88人；
2009年9月開辦了學前班，初步形成集學前教育、基礎
教育和職業教育於一體的辦學體系。

學校以 「為每位盲生的未來幸福奠基」為辦學理
念，在保證基礎教育質量的前提下，加強按摩專業的
教學，教會學生生存技能。同時，注重培養學生養成
較高的音樂素養，掌握較強的體育運動技能，提高盲
生的生活質量。畢業生100%就業，已有多名學生考上
大學。

吳淑英告訴記者，該校
2005年10月組建了一支盲人足
球隊，先後代表福建省參加國
內比賽，代表國家參加在韓
國、西班牙、希臘、日本舉行
的國際比賽，屢獲佳績。以該
校學生為主力組成的中國殘奧
足球隊，曾獲得北京殘奧會亞
軍、倫敦殘奧會第五名、廣州
亞洲殘運會冠軍，為學校添了
彩，為殘疾人增了氣，為中華
民族爭了光！

397 ▲福建省天主教公益慈善愛心基金會代表（右一、
右二）將一萬元善款交給王閩融（左二）父（左三）母
（左一） 史兵攝

▲▲在在「「習書記習書記」」的關懷下的關懷下，，福州市盲人學福州市盲人學
校已建成花園式的學校校已建成花園式的學校 福州盲校供圖福州盲校供圖

◀◀19921992年年1212月月，，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
鄧樸方鄧樸方（（坐輪椅者坐輪椅者））在時任福州市委書記在時任福州市委書記
習近平習近平（（後排右一後排右一））的陪同下視察了福州的陪同下視察了福州
盲聾啞學校盲聾啞學校 福州盲校供圖福州盲校供圖

▲▲以福州市盲校學生為主組成的中國盲人足球隊在以福州市盲校學生為主組成的中國盲人足球隊在
20102010年廣州亞洲殘疾人運動會上奪冠年廣州亞洲殘疾人運動會上奪冠 福州盲校供圖福州盲校供圖

4艦赴命名地開放參觀
海軍4年護航5000艘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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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中國海軍護航4周年，海軍三大艦隊4
艘主力戰艦 「青島艦」 、 「舟山艦」 、 「廣州艦
」 及 「深圳艦」 26日起在各自命名城市舉行開放
日活動。有海軍專家認為，此舉展示了中國海軍
不斷開放和日益透明化的趨勢，同時也說明了中
國海軍的發展為維護世界和平增添正能量。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二十六日電】

【本報訊】26 日，浙江舟山定海區某軍港碼頭，國產最
新型導彈護衛艦 「舟山艦」（舷號529）以滿旗的最高禮遇，
迎接參觀者的到來。這次 「舟山艦」對外開放了飛行甲板、直
升機、右舷魚雷發射平台及前甲板。

據浙江在線報道，早上9時許，在嘹亮軍歌聲中， 「舟山
艦」開下舷梯正式對外開放。隨着3發信號彈從艦艏、艦中、
艦艉同時發射，等候多時的市民迫不及待地登艦參觀，他們聽
官兵講述護航故事，與防空導彈、火箭深彈、直升機等合影留
念，一路看，一路興奮。

登上飛行甲板，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艦載搜反潛直升機。讓
人眼前一亮的還有艦上十位持槍站立的特戰隊員，他們主要是
在行動中擔任陸上作戰任務，裝備精良。現場展示了他們日常
配置的基本裝備武器，從手槍、步槍到輕機槍、榴彈發射器、
蛙人運載器等應有盡有。在艦艉甲板上，導彈艙、主炮、導彈
發射井、深彈發射裝置亦一一盡收眼底。

在甲板上，支隊副支隊長王獻忠向大家講起了去年參加撤
離利比亞華人華僑的行動。 「當我們的船靠近時，同胞們紛紛
擠到船舷來看祖國的戰艦，高喊 『祖國萬歲』！」說到這時，
王獻忠的眼睛濕潤了， 「這讓同胞們切身感受到祖國的關懷和
軍隊的強大，也讓我們感到肩上使命的重大。」

舟山艦官兵講撤僑細節

【本報記者丁春麗、通訊員張剛、王慶厚濟南二
十六日電】今天9時，青島膠州灣某軍港碼頭軍樂飛
揚。北海艦隊導彈驅逐艦 「青島艦」（舷號113），
搭載1架直升機和10名特戰隊員，向公眾進行為期3
天的開放活動。

青島零下6度的低溫沒有阻擋市民參觀的熱情。
艦艏主炮、導彈發射架、直升機平台都是參觀的市民。

在前甲板，一位老人時而凝視雄偉的艦橋，時而
撫摸巨大的主炮，神情非常激動，這位趙姓老人告訴
記者，他是上世紀70年代服役的海軍。

「我們那時候駕駛的是獵潛艇，噸位小、火力弱
。現在我們的海軍真的強大了，還派那麼多艘軍艦到
亞丁灣護航。現在， 『遼寧艦』航母也服役了。富國
才能強軍，作為老海軍、老黨員，我非常欣慰！非常
自豪！」老人激動地說。

一位年輕人接過話頭說： 「我以前經常在媒體上
看到 『青島艦』護航的消息，今天登上這艘軍艦，確
實很壯觀、很震撼，國家能夠自行設計建造這麼大、
這麼先進的軍艦，我們感到很驕傲！」

據悉，2月27日，由 「青島艦」、 「煙台艦」、
「微山湖艦」組成的海軍第十一批護航編隊，就從這

個軍港解纜啟航，駛向亞丁灣。

膠
州
灣
畔
湧
動
﹁

海
軍
熱
﹂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二十六日電】中國海
軍新型導彈驅逐艦 「廣州艦」（舷號168）今日
起一連三天靠泊廣州南沙汽車碼頭向市民開放參
觀，這是 「廣州艦」第二次回娘家，2010 年 10
月結束護航任務返回母港途中，該艦曾停靠廣州
，超過3萬市民登艦參觀。

今日， 「廣州艦」艦橋上打出 「富國強軍，
戰艦與城市心連心」橫幅。甲板上，燕尾旗、方
形旗、三角旗、梯形旗等通信旗相間懸掛，由桅
杆頂端向艦艏、艦艉延伸；艦艏軍旗和艦艉海軍
旗迎風飄舞。

「廣州艦」今次開放了一層甲板和機庫，涉
及指揮、信息軍事密秘的部分和軍人生活區域則
未有開放。

在一層甲板，參觀者可以近距離看到反潛深
彈、100毫米口徑速射火炮，還可以看到二層甲
板的防空導彈、干擾爆彈等裝備；進入機庫，可
以看到直九直升機，這裡還展出了護航特戰隊的
槍械、防護等裝備，特戰隊員成為了市民的合影
對象。艦上其他官兵也成為觀眾的詢問對象，除
合影外，他們詢問了有關 「廣州艦」的各方面情
況。而身着白色海軍制服的女官兵在甲板上列
隊，一名女信號兵打出了 「我愛你廣州」的旗
語。

廣州艦第二次回娘家

護航4年來，中國海軍先後向亞丁灣、索馬里海域派出13
批護航編隊，1萬餘名官兵，完成了5000餘艘中外商船的護航
任務。根據北約數據顯示，目前索馬里、印度洋海域的海盜威
脅已經降至6年來最低點，這其中離不開中國海軍護航編隊的
重要作用。

「深圳艦」展出護航圖片
被譽為海軍 「外交明星艦」的 「深圳艦」（舷號167），

26日至28日在深圳赤灣集裝箱碼頭面向公眾開放參觀，首日
參觀人數超過5000人。

記者在現場看到，登艦市民熱情高漲，他們不僅參觀反艦
導彈、直升機等裝備，還觀看了護航活動的照片和視頻。

「深圳艦」上，分布着反艦導彈、防空導彈、反潛導彈、
艦炮、魚雷等各式各樣的武器。

海軍官兵介紹說，主甲板前方的雙管機關炮射程可達數千
米，每根炮管每分鐘可發射300多發炮彈，甲板上還布防了4
門防空導彈，在艦艇中部，裝備了16枚反艦導彈。

觀眾還參觀了停在艦艇後甲板上的直9直升機，主要用於
反潛，並可投擲聲納和魚雷。除了這批武器， 「深圳艦」還配
備多種雷達，可以幫助艦艇辨識方向，完成反艦、反潛、電子
戰等任務。

市民對生活艙饒有興趣
海軍官兵的生活空間也備受市民關注。主餐廳位於中層中

間位置，僅有幾十個座位，官兵平時吃飯分批進行，每人一般
會在15分鐘內解決就餐。生活艙室則在下層。艦艇人員描述
說，艙室分為幾種，幹部艙2人一間，士官艙4人一間，士兵
艙根據艙室大小安排8至16人一間不等，睡床長約1.8米，寬
0.6米。

「深圳艦」艦長趙長勝表示，亞丁灣護航期間， 「深圳艦
」曾參與解救4艘遇襲外國商船，並和其他國家護航艦艇開展
合作，受到廣泛好評。

據悉，此次艦艇開放日活動同時在四個地方展示4艘主戰
艦艇，在中國海軍歷史上十分罕見。

「中國海軍的發展，為維護世界和平增添了正能量。」海
軍專家張軍社表示，開放日活動表明了中國海軍正在逐步開放
，透明度也在不斷地擴大，同時也說明中國海軍願意向世界各
國進行開放，與世界各國海軍加強交流，未來海軍艦艇開放日
活動還會更加常態化。

「深圳艦」 停靠在蛇口赤灣集
裝箱碼頭，開放公眾參觀

本報記者黃仰鵬攝

▲參觀者與 「廣州艦」 特戰隊員合影留念
本報記者黃裕勇攝

▲一名小男孩在 「青島艦」 前揮舞國旗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