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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迎来特殊客人
当陈燕带着导盲犬珍妮走进新

华书店时，读者们以如雷的掌声迎
接这两位特殊的客人。

看陈燕走路、说话，几乎看不
出她是一位盲人。只有在为读者签
名时，看她的手在摸写字的位置
时，才能感觉出异样。陈燕说，她
写的字都一样大，因为她是按固定
的尺寸靠摸来写字。画画也这样。
她平时喜欢画猫，画画时，先抛出
一些磁铁在纸上定位，再靠定位感
知画到哪里。通常完成一幅猫画要

用七个小时左右，中间一刻不能离
开画台，否则就接续不下去了。每
次画完后都要盲拍个照片发给朋友
看是否成功，往往失败的画作不
少，但陈燕说：“盲人画画本身就是
挑战，我喜欢的是画画的过程，如
果失败了，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如
果成功了，就是我很大的喜悦。”

陈燕说：“这本书里的内容都
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在电脑上敲出
来的。我从出生就生活在黑暗
里。为了在光明世界中活得像健
全人一样，我付出了比别人多很
多倍的努力。”

陈燕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人们
不是不善良，只是不了解。因为不
了解，没接触过，所以才害怕才担
心。试着去接触盲人，接触残疾
人，你就会知道，他们其实和健全
人一样，都有着美好的追求和梦
想。而她之所以写作《听见》，也是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盲人“听见的
世界”。

在签售过程中，导盲犬珍妮一
直安静地卧在陈燕脚边，一副见惯
不惊的样子。彼此间的默契亲昵如
同母女。

她是中国第一批盲人调音师
陈燕今年42岁，在3个月大时

查出患有先天性白内障，被父母抛
弃之后，由姥姥抱回来抚养，并严
格训练她生活自理的能力。尽管后
来双眼完全失明，陈燕却能切菜做
饭，骑独轮车，会游泳，会画画，
会跆拳道，更擅长听声辨物，一步
到位捡起掉在地上的东西，记忆力
亦是惊人。

几经波折，13岁的陈燕才上小
学3年级，她成绩很好，又有音乐
特长，之后进入盲校调音师班学
习，成为了中国第一批盲人调音师。

“不光要调音，而且还要学会修
琴，八千多个零件，我一个都看不
到。”陈燕靠着手摸，靠着敏锐的听
力，靠着对生活的执着，坚持下来
了。几年工作下来，陈燕的调音功
力日渐成熟，“有钢琴家拿了一台破
旧不堪的钢琴让我修，我修好后她
很满意，那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是成

功了。”
“争取形成口碑，‘要调琴，找盲

人’”，陈燕的网络日志上这样写道。

它是她的眼睛和“女儿”
今年7岁，出生在大连的珍妮

是一条纯黑色的拉布拉多犬，约半
米高，浑身毛皮黝黑且闪亮，泛着
犹如丝缎般的光泽，非常漂亮。

在位于大连的中国导盲犬基地
里，在接受了为时半年、淘汰率高
达80%的“竞选”，凭着出众的悟
性打败众多对手后，珍妮光荣成为
国内第18条导盲犬。作为出色的明
星犬，珍妮参加过包括上海世博会
在内的很多大型活动。

2011年4月，陈燕前往大连导
盲犬培训基地，“它一见到我就扑了
过来，我第一感觉是害怕。”后来才
发现是珍妮喜欢她。经过了一个月
磨合期，他们正式成为生活伙伴。

“珍妮不光会带我到很多地方，我在
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它还会用蹲坐
下的方式，表达它喜欢这个商品。”

几年来的日夜相伴，珍妮和陈
燕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它去过上
海、深圳、广州、西安、武汉等
地，只要它去过一次的地方，它都
能记住。下次我告诉它，我要去那
里，珍妮就可以带路。”

“我一直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将
盲人调音师推广出去，另外一个就
是让大家认识导盲犬，如果珍妮能
够畅通无阻，那么其他的导盲犬也
是可以的。我相信也许在几百年以
后，大家仍然记得珍妮。”

她，是一位盲人，她写了
一本书名叫《听见》。11月22
日，她和自己的导盲犬结伴来
到海口市解放路新华书店，向
读者娓娓讲述励志经历。

陈燕创造了许多盲人第
一：中国第一位女盲人钢琴调
音师、第一位盲人跆拳道手、
第一位盲人独轮车骑手、第一
位出版自传的盲人、参演第13
届残奥会的开幕式……通过
新书《听见》，陈燕讲述了世人
所不了解的盲人世界：一颗坚
强的心，一个照亮黑暗的梦
想，一个造福盲人的钢琴调律
公司。

□南国都市报许欣/文图

陈燕讲述自己和导盲犬的故事。

中国第一位女盲人钢琴调音师、第一位盲人跆拳道手
第一位盲人独轮车骑手、第一位出版自传的盲人……

盲人陈燕讲励志故事：
我听见世界很精彩

三亚一线女神
选拔赛落幕

南国都市报 11 月 22 日讯
（记者 利声富）三亚美丽赛事又
添一赛事。21 日晚上，30 位
佳丽通过活力装、时装、泳
装、晚礼服四个环节的激烈角
逐及选手自主拉票，在综合现
场主评委打分、大众评委打分
以及场外微信平台投票情况
后，2015中国超级模特争霸赛
三亚赛区暨 2015 三亚国际购
物中心形象大使暨一线女神选
拔落幕。

10月1日，2015三亚国际
购物中心形象大使暨一线女神
选拔大赛启动后，共有300多位
佳丽报名参赛。经过选拔赛、
复赛中，通过自我介绍、才艺
展示、知识问答等几个环节
后，30位佳丽晋级11月21日晚
上的总决赛。通过活力装、时
装、泳装、晚礼服四个环节的
激烈角逐及选手自主拉票，在
综合现场主评委打分、大众评
委打分以及场外微信平台投票
情况后，冠亚季军及十佳奖项
全部产生。

值得一提的是，大赛主办
方三亚国际购物中心积极响应
中国共青团三亚市天涯区委员
会为海南青少年希望基金会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募集捐款
号召，现场捐出20余件黄金珠
宝首饰、化妆品套装、手表、
皮具商品等现场慈善拍卖。所
得善款用于资助三亚市贫困大
学生。

中国书画院海南分院
昨日正式成立

南国都市报11月22日讯（记
者王子遥）22日上午，中国书画院
海南分院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成立
揭牌仪式，海南省诗书画家协会副
会长陈超被聘为中国书画院海南分
院院长。

揭牌仪式现场，中国书画院院
长王红莉表示，中国书画院海南分
院将认真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文艺方针，进一步弘扬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海南精神
文明建设，不断丰富和发展海南文
化事业。

据了解，中国书画院于2005年
注册成立，直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部，在全国多个省市设有分院，
是集美术创作、研究、教育、收藏、鉴
定、普及和交流于一体的国家公益
型事业单位。中国书画院海南分院
的成立，将为海南的书画工作者及
爱好者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及全方
位的发展支持，为海内外文化艺术
领域推出书画艺术名家、培养扶植
书画艺术后起之秀，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和名家书画作品展览活动，更
好地为海南文化事业做贡献。

海南本土电影《藏红》
演员海选启动

南国都市报11月22日讯（记
者吴雅菁）记者从22日下午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获悉，海南本土电影
《藏红》演员海选活动正式启动。
自发布会当日起，剧组开始向全国
招募电影演员，同时也向社会招募
电影海选合作场地。

据介绍，《藏红》讲述了海南
岛少女勇救红军战士的故事，是一
部红色题材和青春励志电影。该影
片由海南蓝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禹铭担任制片人，由国家一
级导演丁林执导，编剧为中央戏剧
学院国家一级编剧王诗音。

活动现场，海南蓝枫书画院宣
布成立。该书画院以“弘扬传统文
化艺术，促进文化艺术交流”为宗
旨，在关注当代书画艺术的同时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当代的书画
艺术家搭建平台，为艺术家和收藏
家构筑联系交流的桥梁。此外，

“文化海南网”全媒体平台也同时
启动上线。

此次活动由海南省文体厅指
导，致公党海南省委员会支持，蓝
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

怀疑对方出老千
男子绑架被判刑

南国都市报11月22日讯（记
者王忠新 通讯员罗凤灵）临高男
子陈某杨因赌博输钱，怀疑对方出
老千，伙同他人绑架、殴打、威胁
对方并勒索钱财,近日终审被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

2014年2月11日22时许，因
怀疑王某、许某亮等人在赌博的时
候出老千，陈某杨伙同十多人开车
到临高县加来镇教堂前，将正在吃
夜宵的王某、许某亮强行带到加来
镇南斗村，殴打并抢走现金21100
元之后，又将两人强行带到平乐村
等地，多次威胁两人打电话回家拿
7万元赎人。

王某被迫多次打电话叫家人拿
钱，但王某家人表示拿不出7万
元。次日凌晨5时，陈某杨等人将
王某、许某亮释放。

南国都市报11月22日讯（记
者 杨琼文）22日凌晨4时半，在琼
海市嘉积镇金海路金海大厦路段，
一辆深蓝色的“斯巴鲁”越野车撞
上了中间的护栏后，爆炸起火。事
发后，琼海市公安局交警、城北派出
所民警以及消防人员及时赶到现场
处置，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22日凌晨，家住琼海市嘉积镇
金海路的黄先生正在睡梦中，突
然，街道上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把黄先生从睡梦中惊醒。“我起床
后，从窗户里看到街道上有一辆深
蓝色的越野车正在燃起熊熊大
火，过了一会儿，就听到消防车鸣
着警笛赶来了。”黄先生说。

22日上午，南国都市报记者到
嘉积镇金海路的金海大厦前路段
时，爆炸起火的越野车已经被拖走
了，现场还留有一点油迹和烧焦的
痕迹。记者对周边的住户进行采
访时，很多市民却称不知道发生该
事。“可能关门闭窗户睡觉，我们才
不知道。”一位陈姓阿姨说。

就黄先生反映的越野车凌晨
撞护栏爆炸起火一事，南国都市报
记者随后从琼海市公安局城北派
出所得到证实。

据城北派出所的民警介绍，爆
炸起火的车是一辆深蓝色的“斯巴

鲁”越野车。当时“斯巴鲁”车司机
要去海口美兰机场接机，因在附近
与一辆轿车发生相刮，双方就事故
没有达成一致的赔偿意见，而“斯
巴鲁”司机又急着赶去机场接机，
于是“斯巴鲁”司机想开车走，轿车
司机则开车阻拦，“斯巴鲁”司机在

躲避时，车头刚好撞上了中间的护
栏上。

事故发生后，琼海市公安局交
警、城北派出所民警和消防人员迅
速赶到现场处置，及时将越野车的
大火扑灭。目前，警方正对该案作
进一步调查。

爆炸起火现场。（图由网友提供）

凌晨撞护栏
“斯巴鲁”起火爆炸

事发前和一辆轿车相刮被对方司机开车阻拦,
琼海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