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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姥姥严格训练
让她拥有生活自理能力

陈燕回忆说， 童年时， 她在姥姥家过得特别快乐。
姥姥心疼陈燕， 她因为看不见无法和其他小朋友一起
玩， 姥姥便为她抱来一只小黄猫， 这是她童年唯一的
玩伴 ， 也正是因为她喜欢猫 ， 姥姥给她起了小名叫
“咪咪”。

姥姥怕她疼爱的 “咪咪” 将来生活不能自理， 于
是从小便 “狠心” 训练陈燕的各项生活自理能力， 以
至于后来陈燕双眼完全失明， 依然可以切菜做饭， 骑
独轮车、 游泳、 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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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陈燕五岁半那年， 姥姥对她说： “咪咪， 你学
学音乐吧。” 她问姥姥学什么， 姥姥说最想让她学钢
琴， 因为钢琴的音域广， 表现力强。 但姥姥没有那么
多钱给她买钢琴， 就说， “咱们有多少钱就先学多少
钱的乐器吧。” 过了几天， 姥姥给她买来一把二胡。 可
是陈燕从小就好动不好静， 虽然喜欢音乐， 但是爱听
欢快的曲子， 二胡拉出的乐曲大多数是缓慢忧伤的，
学了几年以后， 她对二胡还是不感兴趣， 但姥姥的早
期启蒙教育， 为她后来继续学习音乐奠定了基础。

到了适学的年龄， 陈燕被姥姥送到了北京盲人学
校。 上盲校时， 陈燕听说中国残联投资50万元， 引进
了欧美地区已有100多年历史的盲人钢琴调音技术。 于
是， 她选择这个领域作为自己学习的方向。 之后， 她
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特教学院盲人钢琴调音专
业， 在这时， 她终于明白了姥姥当年的苦心。

8000个钢琴零件分布熟记于心
不仅会调琴还会修琴

真正开始学习钢琴调音后， 陈燕才知道有多难。
因为是盲校第一届钢琴调律专业的学生， 老师对他们
的要求很高， 不仅要学调律技术， 还要求他们学会修

琴。 “钢琴有8000多个零件， 我们要熟悉所有零件的
分布， 还要熟练地掌握拆装和维修。” 当时大家的压力
都很大。

让她记忆犹新的是工艺课， 老师让他们在一个星
期内制作一组钢琴键， 要跟真的一模一样。 “我们要
把一块木头用刨子刨平， 用钻子在木头上打眼， 把螺
丝拧进木头里， 把钉子垂直钉进木头里还不能歪。” 陈
燕说， 当时， 工艺课让他们每个人都感到畏惧： 钉钉
子时， 把锤子砸到手上， 拧螺丝时， 又把螺丝刀扎到
手上……陈燕开玩笑地说， 没想到学调琴还要干木工。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一个星期后， 陈燕真
的做出了一组琴键， 有黑键有白键， 一共十二个。 通
过这件事， 她明白了一个道理： 只要努力， 总会有或
大或小的收获。 不过， 更大的难关还在后面。

“学习修琴之后， 我才知道先前学调琴简直是小
菜一碟。” 陈燕说， 学习修琴的那段日子， 她真的是咬
牙坚持下来的。 学弦码开胶，要钻到钢琴下面把弦都摘
下来，在键盘下面时，她连头都抬不起来。 学三角琴维
修时， 要把机芯先从琴箱里平行抽出来， 在这个过程
中， 身体不能碰到琴键， 如果碰到， 弦槌就会被琴箱
刮折， 但三角琴的机芯有几十斤重， 取出来非常费劲。
老师见陈燕做不好， 就让她平行拿着机芯不许放下，
“当时我觉得自己真的快要坚持不住了， 眼泪唰唰地往
下流， 但还是坚持着没有松手。” 时至今日， 陈燕还记
得老师对他们说的话， 大家都知道盲人的耳朵代替了
眼睛， 调琴肯定没问题， 但是盲人看不见， 怎么可能
会修琴？ 所以， 你们必须掌握所有修琴技术， 碰见什
么问题的琴都能修， 才能排除用户对你们的误解。

陈燕说， 幸亏当时老师对他们的要求高， 让他们
学会了修琴， 后来， 她遇到了许多年久失修的钢琴，
并凭借自己扎实的技术挽救了这些琴。

她给自己立下规矩
调琴前不说自己是盲人

1994年， 从北京盲人学校钢琴调律专业毕业后 ，
陈燕和同学们虽然头顶中国第一届盲人钢琴调律毕业

生的光环， 但求职道路却不太顺利， 种种波折， 让陈
燕的很多同学都放弃了钢琴调律师这个职业， 她自己
也差点改行做了按摩。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几经周折， 陈燕找到一家大
的琴行， 向经理提出应聘。 这次她多了个心眼儿， 利
用自己从外表看不出是盲人的特点， 没对经理说她是
盲人。

经理让她调了一台琴， 仔细检验后非常满意， 高
兴地说： “看你小小的年纪， 没想到琴却调得这么好，
干得还挺麻利， 明天来上班吧。” 这时， 陈燕才告诉经
理自己其实是一名盲人， 经理在惊讶之余， 也被她的
执着精神打动了， 同意了让她先来 “试一试”。

由于用户的位置遍布全市， 为了能顺利上岗， 陈
燕首先买了一份详尽的北京市地图， 并请家人协助，
把图上的地名、 车站、 胡同、 小区等一一抄写成盲文，
再一条路一条路地背熟。 “纸上谈兵” 怎么说也是容
易的， 等到实践时， 好几次， 陈燕都走丢了， 找不到
路只好打车， 这让她很是郁闷： 工资还没拿到， 先搭
进去100多块钱。

陈燕说， 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熟悉了北京的大街
小巷， 尽管如此， 每次为用户上门调琴， 还是免不了
要走冤枉路 。 而且她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 ， 去用
户家前， 绝不告诉对方自己是盲人。 不说， 有两方面
原因， 一个是怕用户会因为她眼睛看不见来接她， 她
会觉得给对方添麻烦了， 过意不去； 二是怕用户会因
为她看不见而拒绝用她， “他们会担心我把他们的琴
调坏！”。

为了不迟到， 每次去用户家， 如果是一个小时的
路， 陈燕提前两个小时就出门， 打出走错路， 找错门
牌号的时间， 力争在约定时间到达用户家。 有一次，
虽然提前出门了， 陈燕还是到晚了半小时， 开门时用
户很不高兴地说： “说好九点来的， 现在都九点半了，
你怎么不守时间啊！” 她心里很委屈， 可又无法解释，
一边干着活儿， 一边抹起了眼泪。

但是这些小情绪并不会影响陈燕的工作质量， 业
务技术扎实的她， 一上手很快就能发现影响音准的零
件， 调出正确的音律。 每次调琴时， 她还会告诉用户

一些钢琴保养知识。 往往琴调完了， 用户也和她成了
朋友， 这时陈燕再告诉对方自己是盲人， 用户常常会
惊讶地发出一连串提问， “你怎么找到我家的？” “你
是怎么调琴的， 我没看见你在摸琴呀？” 而听完陈燕的
回答后， 用户就更敬佩她了， 很多人当场便说以后调
琴只找她。

自己成立调琴公司
为盲人铺就全新就业路

后来随着她所在钢琴城生意越来越好， 工作量也
越来越大， 每天至少要去四个用户家调琴， 这让陈燕
着实有点吃不消。 “有的人调琴从进门到出门只用半
小时， 但我不是那种会偷工减料的人， 为了保证每台
琴的调修质量， 也为了给盲人群体创造良好的信誉，
我只有辞职了。”

有人说她， 盲人也敢炒老板， 你胆子可真不小。
陈燕当然知道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 但彼时的她已
经相当自信， 她决定不再给谁打工， 而是自己单干。
“我有实力， 也有决心。” 那是1999年， 成为个体钢琴
调律师后， 她的收益不降反增， 时间也更灵活了， 可
以更方便地按照每一个用户的意愿来安排服务时间。
由于业务精湛， 服务用心， 用户们也纷纷介绍自己的
朋友、 同事找陈燕调琴。 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 也为
了更系统地积累自己的调修经验， 她还把每个用户的
情况和要求， 每台琴调修前后的状况， 认真详细地做

了记录。 有时用户自己都记不清的事， 陈燕张嘴就能
说出来。

渐渐地 ， 陈燕在调琴这个圈子里闯出了名气 。
2004年， 陈燕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以盲人为主、 面向全
国的钢琴调律公司———北京陈燕新乐钢琴调律有限责
任公司。 这是一家以盲人调律师为主的专业调律公司，
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以钢琴调律服务为主的机构， 为
盲人开辟了钢琴调律的生存空间。

目前， 陈燕已给上万个家庭的钢琴做过调音， 调
琴成为她维持生计的基本手段。 因为口碑好， 每天，
陈燕都是忙忙碌碌的， 她调一次琴的时间为一到两个
小时， 现在她每天都要调三台琴。 除了调琴， 她还开
了一家特别小的琴行， 陈燕说， 其实每台钢琴的声音、
触键的感觉都不同， 她会根据每个用户不同的性格和
手指形状， 为他们私人订制钢琴， 帮他们找到最适合
自己的钢琴。

在她和同仁的推动下
导盲犬得以进入北京地铁

陈燕常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做励志演讲， 除了讲自
己的故事， 每次她还不忘为导盲犬发声， 呼吁大家接
纳导盲犬， 让它们能够更自由地进出公共场所。 义务
宣传导盲犬畅行， 是近年来陈燕的另一项主要工作。

有一次， 她到一个特别知名的大学做励志演讲，
可没想到当校领导得知她会带着导盲犬珍妮一起来时，

说道： “我们学校的教室从来没进过狗。” 不论主办这
场讲座的老师怎样解释导盲犬是盲人的眼睛， 校领导
就是不同意导盲犬珍妮进教室。 后来， 活动不得不改
在学校的露天草地上举行。

陈燕说， 谁也没有给她宣传导盲犬的责任， 只是
因为她碰到了太多的拒绝， 才坚持义务宣传导盲犬。
陈燕说， 她的家在天通苑地铁站附近， 当初买房子就
是考虑到乘坐地铁是对她最友好的出行方式。 但根据
陈燕的统计， 珍妮在天通苑地铁站曾遭遇过11次拒绝，
以至于后来， 珍妮再也不愿意上这个地铁站了。 随后，
经过陈燕、 珍妮以及北京另外几位盲人和导盲犬的宣
传推动， 2015年5月1日， 正式实施的 《北京市轨道交
通运营安全条例》 规定， 导盲犬可以进入北京地铁，
视力残障者可携带导盲犬进站乘车。

作为一名钢琴调律师， 陈燕注定无缘两点一线的
生活， 每天她都要去不同的地方调琴， 所以， 能够携
带导盲犬乘坐公共交通， 出入公共场所对她来说非常
重要。 四个月前， 陈燕开通了抖音和快手， 她自编自
演了一些作品， 带领导盲犬一起出镜， 唯一的目的就
是告诉大家导盲犬不会攻击人， 它们是盲人的眼睛，
“更多人知道了导盲犬的意义， 我们也就可以畅行了。”
陈燕语气坚定， 但又带着一些无奈。

相伴八年导盲犬退役
黑萌萌接棒陪她走南闯北

陈燕的兴趣爱好有很多， 其中让她感觉最有意义
的是画画和旅游， 而这两个爱好又都和导盲犬有关。

陈燕说， 静下来的时候， 她非常喜欢画画， 每次
成功的画出一幅作品， 她都会感觉非常满足， 如果画
的画再能卖出去， 她就更欣慰了， “我会把钱捐给大
连导盲犬基地， 因为基地培训出来一只导盲犬实在太
不容易了。”

陈燕还爱旅游， 很多人不理解， 一名盲人为什么
会喜欢旅游？ 陈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答案， 她
说， 自己虽然看不到这个美丽的世界， 但是她希望自
己的导盲犬能多走走看看， “因为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的导盲犬都会非常兴奋， 它开心了， 我也就跟着高
兴了。”

去年年底， 陪伴了陈燕八年之久的导盲犬珍妮退
役了， 珍妮可能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明星导盲犬， 它
曾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展出， 并出席同年的广州
亚残运会， 它能听懂汉语和英语双语指令， 在微博上
有十多万粉丝。 但是珍妮去年已经10岁了， 陈燕也明
显感到了珍妮变老了， 以前它能在沙滩上跑跑跳跳疯5
个小时不歇气， 现在半小时就累了， 懒懒地趴在陈燕
脚边不动。

按照国际惯例， 导盲犬服役期满后， 应该回到寄
养家庭。 起初， 陈燕坚决地想把珍妮留在自己身边，
她经济条件不算差， 能够养活珍妮。 可是由于自己要
调琴、 要到各地去讲课， 还有很多社会事务， 不能常
常陪伴珍妮 ， 而珍妮的寄养 家 庭 主 人 都 退 休 了 ，
为了迎接珍妮， 女主人甚至购买了钢琴， 准备从零开
始学习弹琴， 包括珍妮最喜欢的曲子 《天空之城》。 虽
然心里有万般不舍， 但为了让珍妮最后的时光可以更
快乐些， 陈燕最终决定放手， 她说， 有时候， 爱就是
要放手。

接替珍妮来为陈燕导盲的， 是黑萌萌。 陈燕和黑
萌萌的相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 彼此还在磨合期， 陈
燕说， 每个生命都是不同的， 黑萌萌是 “男孩子”， 体
型比珍妮大， 性格也更活泼， 她会根据黑萌萌的特点，
慢慢开发出适合他们两个的相处模式， 她相信不久之
后， 黑萌萌也会像珍妮一样， 陪着她走南闯北， 当好
她的眼睛。

陈燕说， 看不见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失去一颗追
求光明的心。 在陈燕的影响带动下， 陈燕公司里的每
位调音师都非常自信， 她说， 虽然我们是残疾人， 但
是我们能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养活自己， 还能照顾父母，
看到大家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 她也觉得很欣慰。
“盲人能找到一份工作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们会格外珍
惜机会， 认真对待每一次调琴工作， 我们的梦想就是
有更多人认可盲人调音， 使我们的路越走越宽。”

盲人钢琴调律师陈燕的故事有点传奇， 但都是真的。 3个月大的时候， 陈燕因患先天
性白内障双目失明， 遭父母嫌弃， 后被姥姥接到北京抚养成人。 如今的她， 看起来和正
常人无异， 甚至更棒， 她会玩儿杂耍， 三个小圆球在她手中上下翻飞， 即便正常人也很
难做到。 她还是中国第一位女盲人钢琴调律师、 中国导盲犬畅行的发起者、 北京市东城
区盲人协会主席， 她说， 自己从来没有因为眼睛看不见而自卑， 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
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现在的她凭借给钢琴调音， 拥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 生活忙碌
而快乐。 在她的带动下， 盲人们也在按摩之外， 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就业路。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晶晶

中国首位女盲人钢琴调律师陈燕：

为为盲盲人人辟辟出出一一条条全全新新就就业业路路
陈燕在调琴

陈燕在导盲犬的带领下乘坐地铁 陈燕和好伙伴导盲犬 陈燕在做报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