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乐学手语
让更多人能和听障人士交流

1981年出生的秦坤，小学4年级开
始学棒球，1999年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
资格，之后凭借艺体特长考入川大表演
戏剧专业，毕业后考进金牛区新闻中心
成了一名制片。

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相遇，秦坤可
能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认认真真
上班，空闲了做做志愿者，生活平淡无
奇。一切的转折，缘于6年前成都市金牛
区残联举办的手语电视大赛，那是秦坤
第一次接触手语。在大赛现场，上百名
听障人的手语标语让他像触电了一样。

“那种感觉很难描述，他们都不会说
话，但是手语让他们看上去特别自信、乐
观。手语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和英语、日
语、法语一样，只是说中文的我们不会而
已。”那次经历，让他开始走进听障人士
的世界。秦坤从网上找了手语的视频教
程，但他发现，教程本身枯燥乏味，让人
看得昏昏欲睡。

“为什么不能用相对轻松、快乐的方
式推广手语呢，要让大家有兴趣，当然要
有趣的方式来交流学习啊。”这个年轻人
立即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要策划一款有
趣的手语学习栏目，名字叫“欢行手语”，

“Fashion，要时尚、要欢乐。”
在那一年的12月 3日，“国际助残

日”。经过秦坤和伙伴们的策划、筹备、

编排和制作，首个融入快乐、时尚元素的
《欢行手语》公益性手语视频教学类节目
在网络上正式诞生。

这档由健听人与听障人士共同主持
的手语节目，配合面部和肢体语言，或融
入唱歌、舞蹈、美食、旅游、情景模仿等形
式，在网络上就吸引了许多青年手语爱
好者的关注。

2013年，“欢行公益”在民政部门完
成登记，完善管理制度，慢慢走上正轨。
随之而来的，是项目的迅速发展。“欢行
手语”升级成为了“欢行脱口秀”，以独特
视角播报解析当下热门话题，同时，手语
MV项目“指尖轻舞”也上线了。在一年
的时间里，完成制作了百首手语MV歌
曲，将手语教学与热门歌曲结合。

秦坤和伙伴们在北京、上海等全国
四十多个城市建立了“欢行手语”分部，
在清华大学启动了全国100家高校手语
协会联盟，让手语走入了越来越多的普
通人的视线。

八年公益路
让普通人能够“爱上不完美”

刚刚闭幕的第三届海峡两岸学生棒
球联赛成都分站赛上，有支特殊的队伍
吸引了不少媒体关注的目光。成都SOS
儿童村棒球队，其中有三名球员，来自成
都特殊教育学校，是听障孩子。

这些孩子能和普通学校的孩子们一

起打球交流，得益于秦坤和他的团队发
起的项目“普特共融·乐享棒球”。2013
年，他们在成都特殊教育学校组建了一
支棒球队，教听障孩子们学习打棒球。

“其实，这些孩子们打棒球是有优势
的。棒球有很多手语暗号，他们更擅长，
而且他们听不到外界的声音，因此会更
专注。”孩子们参加比赛的这天，秦坤也
来到了现场，他用手语和比赛的队员们
交流。

2017年 3月，《你好·青春》启动公
演。这部励志音乐剧，根据听障女孩张
天娇的真实成长历程改编，讲述热爱舞
蹈的听障女孩艾小兮为实现梦想坚定前
行的励志故事。

“张天娇是我的一个朋友，我觉得她
的故事真的很感人，想让更多人看到。”
他常常被邀请到各种场合去交流公益心
得，总会跟别人讲张天娇的故事，但是重

复了多遍以后，让他觉得这种方式过于
单薄，“我自己讲，真的不如让她自己演
绎出来。”于是，《你好·青春》诞生。2017
年8月，这部剧进京演出，获得全国大学
生戏剧节“金刺猬”奖。2018年4月，它
在国家话剧院亮相。

2012年，因为活动经费短缺的问题，
秦坤和伙伴们上了浙江卫视《中国梦想
秀》节目，赢得“公益梦想奖”，奖金共50
万元。如今，为了让公益项目能够可持
续发展，他们现在也推出了文创项目“爱
上不完美”，制作一些卡套、书包、帽子能
进行售卖，这也给听障人士增加了一份
工作机会。

“爱上不完美”的代言人，是一只叫
“小本”的熊猫，和普通的熊猫不一样，它
只有一只眼睛有黑眼圈，另一只没有。

“它有一点不完美，这是残缺美，就像听
障孩子听不到声音一样，我们希望每个
人都能接受这也是一种美。”秦坤说，

“本”的意义是“本真”，他的帽子上也绣
着一个字——“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谢燃岸 见习记者 邱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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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近日，在“成都·选择不凡 华为
云城市峰会2019”上，华为云宣布正
式启动“华为云专蜀月“优惠活动，依
托华为云在云服务、5G、AI等领域的
优势，助力西南地区互联网企业打造
5G时代新势能。

为助力广大四川及西南企业抓
住5G红利，积极拥抱数字化和智能
化时代，响应《四川省“两化深度融
合 ，万 家 企 业 上 云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年）》，华为云针对四川
及西南互联网及高新企业，启动“华
为云专蜀月”活动。华为云中国区
CMO张鹏表示，此次“专蜀月”活动
面向游戏、视频、移动APP开发三大
场景提供专属产品礼包，并针对新老
客户、生态伙伴及开发者四类受众分
别定制了优惠政策。

“5G的到来为互联网行业的发
展带来了时代机遇，四川在互联网产
业的发展中已积蓄了强大的潜在势
能，这次华为云‘专蜀月’钜惠活动特
别为四川互联网企业订制，打造华为
云技术、服务与价格最优配比，帮助
四川企业在5G时代抢先冲刺，成为
下一个十年的互联网领跑者。”张鹏
说。

在7月2日至8月31日的“华为
云专蜀月”期间，华为云重点为四川
以及西南地区的客户上云降低门槛，
特别推出了西南节点ECS S3云主机
还提供6折特惠的活动。针对视频、
游戏、移动应用APP三大互联网应
用场景的特惠包，包括免费视频加速
体验、全球独家云手机优先购买权、
免费高频云服务体验等权利。

华为云为新老客户、生态伙伴及
开发者设计优惠政策也诚意满满：对
于老客户，华为云最高返券可达
50%；对于新客户，则有机会获得最
高赠2万元的测试券；开发者更可获
得微认证限时五折特惠并加返百元
大礼；生态合作伙伴则享受首单5折
的优惠。

4G时代，云端计算力受限于接
入速率的制约，无法很好地释放出
来。而将来在5G的高速公路上，由
于带宽将不再是制约瓶颈，云端强大
的计算力将得以充分利用，促使移动
应用加速从终端侧向云端汇聚，客户
端与服务端的边界将逐渐模糊。

可以预见，多种互联网创新应用
将在5G时代下快速兴起，例如，云游
戏时代即将到来，各种3A大作都可
以实现随时随地、一点即玩；VR视频

也将彻底解决眩晕、高成本门槛问
题，真正跨越裂谷；而广告行业也将从
单向传播的视频时代进入互动式广告
时代，广告的投放效率将大大提高。

既然互联网应用将出现以上三
大变化，那我们应该怎样来应对这些
变化、以便抓住新的商业机会呢？首
先，应用向云端汇聚将会驱动云下数
据向云上汇聚，导致云端数据量增

大，需要云端提供更强的数据分析能
力、AI计算能力，并对云的可靠性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应用加速流
化，加上5G提供的高带宽和云端强
大的渲染能力、终端的屏幕不断变
大，将促使视频流快速往4k、8K、VR
方向发展，要求必须要有成熟的流化
技术、低成本的视频传输技术，否则
流化带来的传输成本将会阻碍这一
发展；最后，在线、交互式实时应用，
将需要更加快速的网络传输速度，以
保证客户获得良好的体验。

华为云依托华为集团的5G技术
优势，为更多的企业带来创新的机
遇。华为云提供的“云手机”“Cloud
VR”“云游戏”等技术，实现了互联网
领域应用模式的创新：云手机可模仿
真实手机，将所有手机应用上云，帮
助 客 户 孵 化 创 新 性 应 用 ；5G +

“Cloud VR”，可实现低成本、轻量
化、无线操作，大力推动VR产业化
进程；云游戏能够即点即玩、并支持
3D及重度游戏，可将手机上的安卓
游戏转移到云上运行，大幅提升用户
体验；在音视频领域，华为云采用优
质编码和带宽调配技术提升视频清
晰度和流畅度，智能化内容审核和内
容处理，守护内容红线并提升用户体
验。

“专蜀月”活动之后，华为云仍然
会为四川区域的客户伙伴持续服务，
包括联合营销的支持，帮助客户把声
音传递到更广的市场和区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崔江

“华为云专蜀月”助力互联网企业

抢占5G先机 领跑下一个十年

“华为云专蜀月”优惠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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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 奋斗者

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高尚，
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取得
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料平
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中国
力量的新青年；与此同时，也可
以在封面新闻微博、微信等平台
的相关稿件下方留言，欢迎向我
们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

“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推广手语 做音乐剧 组棒球队
“让听障孩子有更绚烂的人生”

成都小伙秦坤专注公益八年

冯伟

3年走了22个国家

2016年，卡特和玛丽奥退休后，开着房
车出发了！

3年时间，他们的足迹遍布土耳其、格鲁
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奥地利、斯洛伐
克、乌克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22个国家

“这一路上最大的享受，就是与当地人交
流。”卡特说，在中亚地区，当地居民非常热情
朴实，看到他们到来，总会热情问他们来自哪
里，需要什么，并热情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
送上自家做的面包……

“一切都是新鲜的。风景是新的，朋友也
是新的。”卡特每天都会把这种“新”发到自己
的博客里。他每天拍照约70张，选出6至10
张，配上心情，提交一份“新”人生体验。

最近，他们从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进
入中国，从俄罗斯到中国的3500公里只有大
巴车和卡车通行，越过边境的唯一方法是从
250公里外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找拖车把房车
运到中国边境。

踏入中国后，一切都是顺利的。“中国给
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良好的基础设施、良好
的道路和现代化的海关、医院、政府大楼和现
代化的边境城市。”他们很高兴现在可以在中
国继续旅游，欣赏自然景观和历史古迹。

路费来自房租和退休金

两口子把苏黎世的房子出租了，加上养
老金，就是他们的路费来源。

“我们一个月花费约2000美金。”他们
说，这些钱包括了油费等所有开销。他们一
般住在房车里。当夜幕即将降临时，在路边
找个地方，最好是乡间野地，能与大自然亲密
接触的地方，安心地睡一宿。如果进了大城
市，他们就会找一家酒店休息。

在玛丽奥眼里，卡特是一个精力旺盛、充
满了好奇心的人。“他对什么都感兴趣，什么
都看不够……”玛丽奥说，如果自己瘫在酒店
不想出去，丈夫就一个人出去逛。

当然了，两个人天天在一起难免要吵
架。“我们会有一些争执，但是不会大吵。”玛
丽奥说。

一旁，瑞士驻成都总领事范溢文对此颇
有心得。他补充道：“到了某个年龄，夫妻就
不吵架了，彼此的身体都会产生一个系统：选
择性失聪。”

环球旅游，除了要有钱、有同伴，还要有
勇气，离开自己的舒适区。

“旅行就是不断遇到问题，并且解决问
题。”这是他们对旅行的定义。旅行不仅是一
路的风景，更是各种细致的准备，如签证能不
能办得下来、新到一个国家换钱、办新的电话
卡……当然，总会碰到一些麻烦，比如冬天在
俄罗斯，车上的暖气坏了，还有在荒远的草原
上，有陌生人敲门，不知到底开不开。

这次到成都后，他们下一站将前往云南，
希望去乡村看看现代农民的生活，感受纯正
的中国生活，然后出境去东南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姚箬君

秦坤看上去有点像林丹。皮
肤黝黑，身材魁梧，笑起来嘴角弧
度很大，很有感染力。

他确实是运动员，国家二级，
练过4年田径、8年棒球，正式职
业是成都金牛区融媒体中心的电
视编导。不过，他的绝大部分时间
都浸在“欢行公益发展中心”的项
目里，他是这个公益组织的创办
人。也正是因为长期致力于公益
项目，他连续两次获得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

算起来，今年38岁的秦坤已
经做公益八年了。2011年，他被
手语舞感动，决定将手语当成一门
语言艺术来推广，创造了有趣、时
尚的手语学习视频全国推广，希望
用手语打开与听障人沟通的大门。

八年来，他们上过浙江卫视
《中国梦想秀》节目，获得过“最受
欢迎追梦人”称号。公益项目也越
来越多元，除了“欢行手语”，还有
“普特共融·乐享棒球”，组建听障
孩子棒球队，让他们和普通学校的
孩子们一起打球交流。他还打造
了励志音乐剧《你好，青春》，这部
剧在去年4月登上国家话剧院。

“当生活达到一个状态后，我
觉得应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让听障孩子过更绚烂的人生，这
是秦坤认为的意义。

开房车环游世界
瑞士老夫妻途经成都

“旅行就是不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如果有一个环游世
界的梦想，就算过了

60岁，也可以即兴起航。
7月2日，一对环游世

界的瑞士老夫妻途经成
都，给记者聊了聊他们的
快意人生。

66岁的卡特和67岁
的妻子玛丽奥已经开着房
车走了22个国家，他们的
两个女儿也觉得老两口很
酷。“我们在瑞士的同龄
人，很多在带孙子。”不过
玛丽奥希望，她的女儿在
未来五年都别生孩子。 瑞士老两口驾驶房车环游世界。

7月2日，瑞士夫妻环游世界途经成都时接受
记者采访。

秦坤为听障孩子组建了一支棒球队。（受访者供图）

秦坤（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