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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陈浪同为盲人考生且在同一
考场的，还有黄丹。摆在二人面前的
有考试专用笔记本电脑，成都市人事
考试中心的工作人员已提前在电脑
上安装了读屏软件，同时，一个外接
的全键盘将更方便他们作答。

9点整，考试开始。工作人员
操作电脑，从光盘上导出加密电子
试卷，陈浪和黄丹戴上耳机，分别
在读屏软件的引导下，开始在电脑
上答题。

“2018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
资格考试试卷。答题须知……”标准
的语音提示，键盘上下左右四个键可
加速、放缓和回放，在不可视的世界
中，陈浪和黄丹用听去触摸梦想。

同一时刻，站在特殊考场外，四
川省人事考试中心资格考试部部长
樊程依旧有几分紧张，“尽管考试之
前我们和视障考生对这种全新的考
试方式做了多次测试，但这是我省第
一次用国家考试中心的特殊试卷，同
时为两位盲人考生提供服务。”

静谧考试背后，是多个部门的共
同协调努力。

2017年，陈浪报名参加社会工
作者考试。在他之前，全省尚无先例
可循，经过民政部门确认考试资格
后，人社部人事考试中心作出回应，
可以参加考试，方式主要是志愿者辅
助读题。

去年，由民政部门找到两位志愿
者，为陈浪读题作答。但这种方式的
缺陷也是明显的，例如，费时太长，需
要一人单独一间教室，且不能掌握语
速以及回放。

也正是在2017年，全国各省份
都开始出现盲人考生参加社会工作
者考试。在北京，首次出现7名视障
者组团参考，北京市考试中心允许视
障者们在导盲犬的帮助下进入考场，
为低视力的视障者提供三号字打字
试卷……2018年，全国共有34名盲
人考生，其中，北京最多，达到11人，
广东次之，有8人。一批明星考生也

开始出现，例如，热门综艺奇葩说的
选手蔡聪、广州省盲协主席陈阳。

在此期间，如何让视障者更好答
题，几乎成为全国各省都在探讨的问
题。制作盲文试卷的建议很快被否
定，因为不是每个视障者都懂盲文，
且一份试卷制作出来就是一小本书
的篇幅。若是继续辅助读题，“那去
年就出现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今年，针对这些视障考生，国家

民政部发文要求各地民政部门，保
证满足报考条件的考生顺利参考，
而和考试试卷一起抵达的，还有一
张特殊光盘，那是国家考试中心为
视障考生特制的试卷，同样的题目，
考生可以通过读屏软件，在电脑上
完成作答。

“这场陈浪们参加的考试，何尝
不是对我们的一场考试呢。”考场内，
一位工作人员感叹道。

似乎没有什么能让古稀之年的达
鹏福停住脚步。从上世纪80年代乃至
更早，他就将环境教育带进课堂。过去
近40年，带着一批批学生娃娃，他的脚
曾被污染的河水打湿过，被茂盛的野草
扎过……30多年前，就是他，带领学生
发出整治府南河“第一声呼唤”。

学生娃娃“上书”市长
“首呼”整治府南河

“市长伯伯，南河水的污染严重，破
坏了生态平衡，影响了人民的健康……
只要大家重视环境保护，采用科学的办
法，南河及其他河流的污染一定会得到
彻底治理。”成都临江中路8号锦江河
边，龙江路小学校门东侧，碑石上镌刻的

这封信，记录了1985年该校学生请求成
都市市长整治府南河的“第一声呼唤”。

彼时，达鹏福是学校自然常识的科
目老师。如何给孩子们进行环境教
育？一张黑白老照片记录下他的探索。

照片中，排污口里带着泡沫的污水
正翻涌着排入河中。6个孩子站在排污
口上，有的在凝神看着，有的眉头皱得
紧紧的。

1985年4月，达鹏福和同事王作华
带着孩子们对府南河沿岸排污情况进
行调查，指导学生完成调查报告，最后
得出结论：府南河水质污染严重、人居
环境恶劣。

“后来，老师就指导我们给市长写
信，反映府南河严重的污染状况，提出

‘还我锦江清水’的心愿。”蒲波是当年
参加府南河污染调查的学生之一，“当
时我们收到了市长回信，几年之后，成
都就全面拉开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

有学生将环保作为事业
更多则让“绿色”融入生活

从当年意气飞扬的小伙儿，到如今
满头华发，这些年，达鹏福在学生心中
撒下的种子，有的已经发芽开花。

府南河畔，河水清清，杨柳依依，22
年前的“府南河小卫士”蒲波如今在一家
金融机构工作，时常经过九眼桥一带的
她，总会想起当年和小伙伴一起走过的河
畔，数过的工厂，“虽然我们大多数都没有
从事环保相关的工作，但在生活中，都会

力所能及地想为这座城市做点什么，哪怕
就是简单的节约用水、绿色出行”。

达鹏福珍藏着和学生在一起的点
滴。戴上老花镜，拿起一张去沙河边做
调查的照片，他指着队伍最前面的女
孩，熟稔道，“这丫头叫周倚天，现在在
美国读研，学的是生物。”顿了顿，他又
补充道，“还有个学生，叫李晓玲，现在
就是在做环保志愿者。”

达鹏福记得，龙江路小学有个男
孩，在听说塑料碗能够用在生物实验室
后，整整3年，都主动把家里和同学废弃
的塑料碗收好，交给实验室再利用。

“这不就是我们环保教育的意义和
希望吗？”取下老花镜，达鹏福畅快笑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全省社工职业资格考试启用特制考卷

6月10日，成都大石西路，盲人陈浪再次坐在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考场内。两个小时，60
道单选题，20道多选题，这是他叩开梦想大门的钥匙。

这是一间特殊的考场，处于地理位置便利的一楼。明亮宽敞的教室内，仅有4名考生，其中
两名具有视力障碍，两名存在肢体残疾。

事实上，在今年全川参考的18000多名考生中，共有6名类似的特殊考生。经历过失去和失望，他们
的世界没有光明或曾踽踽独行，现在，他们都坐在公平的考场，紧握于手心的希望，是能够以专业社工的姿
态，去帮助身边的其他人。

于他们而言，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绿色先锋”达鹏福：
发出整治府南河“第一声呼唤”

陈浪11岁那年视网膜意外脱
落，他的世界从此变得一片漆黑。

他不想成为贝多芬式扼住命
运喉咙的英雄，但需要给人生寻找
一个新窗口。

黄丹的眼睛黑白分明，说话
时，她会循着声音转过头，凝神“注
视”你。

她的视力，是在成长中因为病
变而逐渐丧失的。

陈浪在成都一家非营利性公
益组织工作4年，帮助和他一样的
盲人找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他成为专业社
工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黄丹参与所在公益机构开展
的“盲道行走”项目，

通过行走盲道，把问题反映
给政府部门，以保障盲道的安全
和通畅。

在屏气凝息答题的陈浪，并
不知晓背后的这些故事。于他
而言，自 11 岁那年，视网膜在一
场意外中脱落后，他的世界从此
变得一片漆黑。他不想成为贝
多芬式扼住命运喉咙的英雄，但
需要给自己的人生，寻找一个新
的窗口。

在成都一家非营利性公益组
织工作 4年，陈浪最常做的，就是
帮助和他一样的盲人找工作，也就
是这个过程中，成为专业社工的渴
望越来越强烈。

事实上，要准备这场考试并
不简单，没有专门提供给盲人的
备考材料，陈浪将整整 4 大本参
考书扫描成电子文档，再通过电
脑上的语音软件读出来。“时间特
别紧张，前期的寻找和扫描完成
后，满打满算的复习时间，一个月
不到。”

在那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陈
浪除了上班，就是日夜不停地复
习，每天至少保证 5 个小时的学
习，听着复习材料、做题、再回过
头去在教材里纠错。

相比之下，同是视障者的黄
丹，准备考试的时间更加琐碎。毕
竟，她要照顾十岁大的女儿，还要
兼顾手头的工作，“我都是在洗碗
做家务时，用手机播放材料来复
习。”

其实，黄丹的眼睛黑白分明，
跟她说话时，她会循着声音转过
头，凝神“注视”你。她的视力，是
在成长中，因为病变而逐渐丧失
的，

这是个在外人看来稍显残酷
的过程，“我先是有夜盲症，接着
只能看见巨大的广告牌，再后来
只看到微弱的影子，现在只有一
点点光感。”这段经历，黄丹已经
可以笑着提及。在她看来，这么
广大的世界，这么长的一生，总在
强调已经失去的，“就很可惜了。”
所以，对于想做的，她总是愿意拼
尽全力。

“现在想做的，就是成为能够
帮助别人的人。”黄丹查到，早在
2012 年，东莞就出现首位考取社
工资格的盲人社工，“所以，我也
想试试。一次不行，就两次。”

其实，尽管家人都不知道这
场考试是什么，有什么意义，但是
陈浪和黄丹清楚，自 2008 年全国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开考以
来，截至 2017 年，全国通过考试
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
人员已达28.8万人。

这些社工分布于社区建设、
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慈善事业、
残障康复、优抚安置、青少年服
务等多个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
域，围绕满足服务对象需求和促
进社会问题解决，开展了大量专
业服务。

“这个考试没有对视力等方
面的限制，我的经验和学历满
足报名条件，我就来参加了。”
过去几年，一直从事着残疾人
服务工作，陈浪觉得社会的包
容度越来越高，“过去一个盲人
找工作，或许找了 50 家企业都
没有单位愿意收，但是现在，找

1 家人家不收，找 10 家，总有愿
意收的单位。”

另一边，黄丹所在的公益机
构，最近正在开展“盲道行走”项
目。通过行走盲道，寻找并记录
各条盲道上出现的问题，把问题
反映给相应的政府部门，提出相
应的解决和整改方案，以保障盲
道的安全和通畅。

“我一直相信人的潜能是无
限的。”在家里，黄丹会做蛋糕，虽
然外形不能保证多精美，但是味
道却总是让家人欢喜，“尝试着去
做，总能够让情况再改善一些。”

让陈浪和黄丹都觉得惊喜的
是，准备考试的过程，也让他们对
社工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
份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要更
加努力，让自己未来可以服务更
多领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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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鹏福在学生心中撒下环保的种子。
（受访者供图）

复习学习全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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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后，工作人员帮助陈浪提交答案。

黄丹（中）参加社工项目。（受访者供图）

两名视障者用听触摸“社工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