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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 周晔19岁。 她面临着两个选择 ， 一个
是进入北京第一聋人学校担任教师 ， 另外一个是
进模特公司当模特 。 在家人的支持下 ， 她最终选
择了当教师。

和听障人士沟通， 有一套特殊的语言， 那就是手
语。 在那个年代， 还没有专业的手语教科书， 周晔就
向学生和教师学习手语。

“既然选择了特教教师， 干就要干得最好。” 学校
缺教师， 对周晔极为重视， 指定了当时手语最好的教
师做她师傅。 每天， 周晔都在家里练习手指的灵活，
学习用手指来表达 “a、 o、 e” 等字母。 每天在家里，
她自己对着电视看新闻， 一边看一边用手语进行翻译，
训练手语能力。 在学校里， 周晔也抓住每一个机会练
习手语， 学校开会， 校长在台上讲话， 她就在台下跟
着打手语 ， 练得手指的每一个关节都能灵活优雅地
“说话”。 周晔的刻苦努力没有白费， 她的手语翻译进
步非常神速， 不到一个学期， 就能熟练地用手语来翻
译， 流利地用手语和听障人士交流。

有一次开全校会， 校领导问谁来用手语翻译， 周
晔觉得自己很熟练了， 在师傅的鼓励下上台， 很顺利
地把当天的开会内容用手语翻译出来。 这对周晔来说
是一个质的飞跃。 此后， 周晔更加注意手语姿态的优
美， 让手语看起来更有美感。 她还注意学习新词， 进
行各种组合， 自发创作动作。

之后， 周晔又参加了电视的综艺节目， 进行手语
翻译。 1995年， 她首次在央视的 《本周》 节目亮相 ，

手语翻译直播。 此后， 她陆续出现在央视等各个节目
中进行手语翻译。

2011年11月22日起， 周晔带领学校其他 5位教师
组成团队 ， 共同承担了央视 《共同关注 》 栏目每
天一小时手语直播任务 。 这是央视首次也是全国
首次在新闻直播栏目中设立手语主播。 此后， 2012年
全国 “两会” 和党的十八大、 十九大等重要会议 ， 均
由周晔来担任手语主播 ， 实现电视直播手语同步
翻译 ， 实时将最新的大会盛况无障碍地传递给听
障人士。

除了手语翻译实践， 在教学理论上， 周晔也钻研
得很深。 她参与和承担多项国家、 市、 区课题研究，
不断总结办学经验和成果。 她代表学校撰写的 “聋校
语言教学实践研究” “拓展特教学校功能实践研究”
等多篇经验成果分别在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经验研讨
会、 全国特教学校文化建设研讨会、 亚太地区听障问
题国际会议及中美特殊教育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 多
篇论文获全国、 市区一二等奖。 周晔还带领学校， 承
办了北京市特殊教育学校信息技术和第29届世界音乐
教育大会特殊教育研讨会等。

周晔多年的努力， 结出硕果累累。 她曾获东城区
杰出校长、 北京市特级教师、 北京市优秀青年知识分
子、 北京人民教师、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百千万人才
工程北京市级人选、 北京市杰出校长、 全国名校长、
全国少数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等诸多荣誉， 享受国务院
特殊政府津贴， 还当选过十七大代表。

让让无无声声世世界界也也精精彩彩
□本报记者 马超

手语翻译周晔：

3个半小时， 双手不停地变换了25000余个动作， 她将十九大报告内容翻译给国内国外收看大会直播的听障人士，
这就是党的十九大开幕会上电视直播屏幕左下角的手语翻译周晔。

提起周晔， 人们并不陌生， 多年来， 全国两会、 党的十八大……在我国很多重大场合的手语翻译直播现场， 都
能看到她的身影， 她出现在大屏幕左下角面积占不到二十分之一的直播窗口里， 书写着无声世界的精彩。 这次直播
距离她第一次上央视节目， 已经过去22年。 不过， 这一次， 她创下了国内媒体直播手语翻译时间最长的纪录。

10月24日， 记者走进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
校专访周晔。

严苛的门卫、 干净的地面、 优美的环境， 环境
育人处处展现。 记者发现， 就连楼梯转角处的扶栏，
也没有锐角的， 而是椭圆的， 一看就是精心设计保
护学生的。 从细节就能发现学校很用心。

那天恰逢十九大闭幕会， “我还要看闭幕会 ，
看完后还得和大家一起交流， 希望能够控制好采访
时间。” 面对记者， 周晔直言不讳。

一身庄重的打扮， 周晔慢慢地向记者讲述她的
经历， 几十年的事情， 她如同行云流水般说出。 让
记者惊讶的是， 许多事情过了许多年， 周晔依然能
够清晰准确地回忆。 特别是与教师和学生相处的细
节， 她也记得很清楚。 她对特教教师的要求高， 评
价也高， 无一不展现出高尚的师德。

提及十九大开幕会的手语翻译， 周晔说那真的
是一个巨大挑战， 但她成功坚持下来了， 也获得了
海内外网友的点赞。

10月18日十九大开幕会直播的每一个时间节点，
周晔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说这是有生以来压力最大的
一次。

十九大开幕前一天， 她才得到担任手语直播的通
知。 为能熟练翻译， 她让同事把五年前的十八大报告
打印出来， 对着文字练习手语动作。 并且， 和之前所
有场次都不一样， 这次时间有可能超过3小时， 期间不
能换人， 没有 “替补”。 早上来直播间的路上， 她一直
给自己打气， “没人依赖了， 也没有退路了， 只能靠
自己。”

10月18日清晨5点45分， 她睡了六个小时之后起
床， 吃了一块带巧克力豆的面包， 还有一个煮鸡蛋就
出发了。 北京下着小雨， 爱人开车送她到东三环边上
的中央电视台时是6点半， 她拎着一兜子衣服下了车，
为了让工作人员挑挑看， 直播时穿哪件比较搭配画面，
最后选的就是上镜的这件红色西装。

7点半开始化妆。 8点50分， 直播就开始了。
她面前就有一台摄像机， 自己打手语的画面在眼

前晃来晃去。 这个画面对她来说是视觉干扰 ， 只能视
而不见 ， 她必须集 中 注 意 力 听 报 告 ， 然 后 翻 译 。
边听还要边理解 ， 打出词的意思 。 比如 “物流 ” ，

“物” 的手势表示物品， 直接翻译就行， 但 “流” 的手
势比划起来是 “像水一样流”， 如果要打 “物品在水上
流”，听障人士就看不懂，这时要把“流”改成“运输”，他
们才理解。

“翻译要从聋人角度来思考， 为了让聋人看清手
语， 需要用一些熟悉的词语来借用或解释。” 周晔说，
但也不是所有的词都要解释， 比如 “一带一路” 这个
词。要是翻译成“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那解释完了后
面一大段话都要错过， 这时候就要拆成字来翻译。 如
果遇到多音字比如克服困难的 “难”， 读二声时， 就要
伸出食指放在太阳穴旁边， 表示绞尽脑汁想。如果是四
声“难”，就要放在心口的位置，表示心里难受。

三个半小时翻译下来， 她只记得经历了腰酸、 腿
麻、 手涨、 眼花的全过程。 “这是考验和挑战， 一定
要坚持下去。” 这一次， 比她之前手语翻译十八大报告
的2小时10分钟多了一个多小时， 也创下了国内媒体直
播手语翻译时间最长的记录。

这么多年， 让周晔觉得最该感谢的是家人在背
后的坚定支持 。 多年来 ， 周晔因为下班后直播或
者出差不能照顾家庭 ， 就是爱人毫无怨言地全力照
顾家庭。

作为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周晔提出了 “有
爱 无碍、 教育康复、 和谐发展” 的办学理念和 “为残
障学生一生成长和生活奠基”的办学宗旨，形成了“以九
年义务教育为中心， 纵向向两端延伸至学前和中等职
业教育， 横向向两端延展至随班就读指导和送教上门”
的十字型办学格局， 将原单一的教育功能， 进一步拓
展为教育、康复、培训、服务的功能定位，实现了最大限
度发挥特殊教育优质资源， 竭诚服务残障学生的目标。

针对残障学生需求， 周晔进一步挖掘潜力、 开发
资源， 开设了言语治疗、 音乐治疗、 感统治疗、 脑瘫
训练、 益智游戏、 思维训练等多门校本课程， 通过评
估、 分析数据、 家长沟通制定个别教育计划， 对学生
开展一对一的康复训练。 令自闭症孩子慢慢开始学会
沟通， 脑瘫孩子生活渐渐能够自理， 行为异常的孩子
有了自控意识。

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现在一共有186个学生， 教学
班26个， 教职工80名， 其中听障孩子有50多个， 其余
的是智力障碍， 年龄从6岁到20岁都有。 课桌和教室看
上去和普通学校没什么差别， 走廊墙上贴着孩子们的
军训照片， 仔细看会发现他们摆臂的姿势和眼神仪态
都不太协调。

“高尚的教师才能接纳残障孩子的行为不自控。”
周晔说。作为校长，周晔致力于打造最美教师工程。她认
为特教教师是一支专业化队伍，心里美、思想美，仁爱、
大爱、有情感，美得有高度、美得有实力、美得有风度。

有一次，一名教师牵着学生的手进操场。突然，学生
猛跑起来， 一下子把教师带倒在地上， 嘴直接磕到地
上。 但教师并没有松手， 仍然紧紧地抓住学生的手，
怕失控的学生造成伤害。 这名教师因为摔倒把牙齿磕
掉了，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在伤情得到处理后，这名教
师立即询问同时跌倒的学生有没有受伤， 并与学生家
长沟通。 还没有完全康复， 这名教师就又来上课了。

“这样的事情很多， 我们的教师是伟大的， 让人敬

佩。” 周晔说。
周晔告诉记者， 由于残障学生常常会有行为失控

的表现， 有的甚至在背后猛推教师， 突然厮打、 踢咬
教师的情况都时有发生。 “这是他们不能自控的表现，
但我们所有的教师都毫无怨言。”

考虑到爱护教师， 学校还出台了相关规定， 教师
在工作岗位受伤， 按照工伤办理。 只要教师申请， 学
校都会立即办理。 也有的教师说， 算了吧， 也不是多
大的事情。 就算如此， 学校也有内部制度， 教师在工
作时间出诊时不扣钱， 也不算病假， 休养时间工资一
分不少。 此外， 学校党工团还会组织慰问教师， 把学
校对教师的关怀送到位。

作为校长， 周晔设立了校长开放日， 每周有半天
对全校教师开放， 全校教师有任何不痛快不满意的事
都可以前来找她倾诉。 周晔告诉记者， 和教师谈话是
一种艺术， 每次教师找她谈话前， 她也会备课， 考虑
怎么谈， 怎么引导。

“教师前来谈话， 是一个很好的了解教师的机会，
他们说什么， 我都注意倾听， 并及时进行调整。 我也
学会换位思考， 站在教师们的角度思考问题， 教师们
往往是带着怨气来， 带着希望走。” 周晔说。

“我希望每个残障儿童都有一个适合他的教育环
境， 有全面的、 个性化的教育方法和目标。 学校是他
们生活的家园、 康复的田园、 学习的校园、 成长的乐
园 。 要让学生在学习 、 康复 、 生活中感到温馨与幸
福， 让老师能够感受到工作的价值， 让家长放心、 安
心。” 周晔说。

在她的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学校的各
项工作稳步推进，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得到各级领导
及学生家长的充分肯定， 并赢得较高的社会声誉。 学
校也获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首都文明单位、 东城区
实施素质教育窗口校等多项荣誉称号。 学校党支部也
获得北京市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殊荣。

记者手记

●十九大手语直播创纪录●

●打造最美教师队伍●

●献身特教让每个生命都精彩●
“尊重每一个生命， 让每一个生命都精彩。” 这是

周晔的治学方针。
1983年至2002年， 周晔一直担任北京第一聋人学

校教师、 教学主任。 2002年7月， 周晔任东城区特殊教
育学校副校长， 2003年1月， 担任学校副校长主持学校
全面工作， 2004年1月担任校长， 2009年兼任学校党支
部书记至今。 同时， 她还担任中国听力、 语言康复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研究会
副秘书长， 听障学术委员会主任， 北京特殊教育研究
会副理事长， 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 北京成长教育基金会理事， 东城区名校长工
作室主持人。

怀着对特殊教育的一片赤诚与执着， 周晔与残障
孩子朝夕相处了34年。

她曾经多次对媒体提过一个名叫李筝的听障孩子，
刚来时七岁，“ge”这个音怎么都发不出。这个音需要舌
根儿抬起才能发，但是又看不到这个抬起的动作，于是
周晔就把李筝的手放在自己的下颌， 让她感受口腔变
化。她在不见起色的时候也曾经想过放弃，“大不了就把
‘ge’念成‘ke’吧。” 终于有一天放学，周晔送李筝到校
门口，她朝哥哥和爷爷飞奔过去，用最大的力气喊了一
声“哥哥”。这是她来到这个世界第一次这么呼唤亲人。
那一刻，李筝的哥哥呆住了，周晔也哭了。

周晔还给记者讲述了她另一个难忘的故事。 那是
几年前， 下课后周晔在前面走， 一名学生从后面追上
来与周晔并行， 指着周晔的嘴唇说了一句： “好看！”

周晔便问学生： “你是说我抹口红好看吗？” 学生点点
头。 看到学生有说话的愿望， 周晔进一步引导学生，
教他说： “抹口红好看。” 于是， 这名学生也跟着说了
一句 “抹口红好看”， 并反复练习。 周晔和学生相遇并
教学生发音的场景持续了几天， 周晔进一步教导学生
说： “明天见到我， 说周教师抹口红好看。”

第二天， 周晔因为工作忙将此事忘记了。 但这名
学生并没有忘记， 主动来到周晔办公室 ， 对周晔说：
“周教师抹口红好看。” 就这样， 周晔一点一点地引导
学生学习发音、 表达。

此事过了很久， 恰逢周晔带人参观学校， 这名学
生从班里出来， 指着周晔说： “周教师抹口红好看。”
周晔瞬间感动了： “这是和学生的情感交流， 情到深
处， 萌发出的温暖。”

一个个和学生互动的小故事， 周晔都历历在目 。
她认为， 这也是支撑她继续做好特殊教育的动力。 后
来， 这名学生毕业了， 还不忘到学校看望教师， 见了
周晔依然说： “周教师抹口红好看。”

在给学生的寄语里， 周晔写道： “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孩子， 好比姹紫嫣红中迟开的花朵。 命运的馈赠
有先有后 ， 尊重每一朵花的时令 ， 尊重每一个孩
子的差异。 用爱与阳光静候花期， 静听花开； 追求完
美的绽放， 为生命礼赞。 在这片特殊的园地， 爱是尊
重， 爱是平等， 爱是无私， 爱是永不放弃。 让我们用
爱心关注有特殊需要的儿童， 用我们广阔的胸怀拥抱
他们。”

●练手语让每个关节都会“说话”●

与职业教育部听障绘画高三班张冬冬同学在谈心

接受媒体采访， 介绍十九大手语翻译的感受向记者展示与学生交流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