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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岁那年的开学季，在浙江省温

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张沁丛开始了一

种新的生活：每天早上 7 点，准时从家

出发，倒两趟公交车，在无声和有声两

个世界里穿梭。

如果说张沁丛的爷爷张忠铭拉开

了温州特教历史的序幕，那么张沁丛

便是他们一家祖孙三代接力特教的新

接棒人。从爷爷张忠铭参与创办温州

第一所聋校到祖孙三代接力聋哑人教

育，张沁丛一家是温州特教事业历史

上一个绕不过去的符号。

在75年的时间跨度里丈量一家三

代特教人的历史，你才会更加真切地

理解一家祖孙三代7位特教人的“手语

之爱”。在聋哑人的世界里，他们用手

述说着什么是师爱、什么是责任。

2010 年，张沁丛和她的奶奶黄灿

霞、叔叔张建浩、母亲陈湖湖等同时获

得“年度温州教育新闻人物”荣誉称

号。评委会给予他们这样的评价：一

家人接力聋哑人教育，祖孙三代用手

“说”爱，书写着别样的特教世家。

“人间至苦，莫若聋哑”

张忠铭是温州聋校的创办人之

一，也是温州很多聋哑学生幸福人生

的源头。

时光切换到1947年10月10日，私

立温州聋哑学校正式宣告成立。彼

时，办学条件异常简陋。没有专门的

校舍，有人捐赠10张桌子、1张床、1个

时钟、1个皮球和几条跳绳……这便是

学校的全部家当。

据当年第一位学生池曼青回忆，

当时学校的条件的确很简陋，但大家

都很开心。“两张凳子上横一条竹竿，

就是跳高的体育器材；房梁挂上绳子

和木板就可以荡秋千；想踢小皮球、跑

步，老师就带我们几个学生到野外”。

聋哑学校创办的背后是 3 位聋人

的故事。张忠铭小时候因为一场高烧

导致失聪，好在当时家里条件还不错，

就把他送到上海福哑学校学习手语，

大概读了 4 年多书，直至抗战爆发，学

校停课，张忠铭才回到温州。在福哑

学校张忠铭结识了比他早两年入学的

同乡陈希聪。

回到温州后，张忠铭在自家厂里

做账务登记员，平时与陈希聪经常聊

起聋哑人生活的艰难。正如后来他们

在创校缘起中所描述的：“人间至苦，

莫若聋哑，五官损其二，毕生毕业，沉

沦于痛苦愚昧之域……”虽然聋哑人

无法言语，但天性同普通人无异，如果

能接受教育，也能为国家、社会所用。

但彼时，“英美诸先进国家举办聋哑学

校，屈指已有数百余所，且有大中学设

备，反顾我国只有寥寥几所”。

当陈希聪提出要办聋校的倡议

时，张忠铭和同是聋人的陈宾石便第

一时间响应，并一道为之四处奔走。

1946 年，刊登在报纸上的聋哑教

育启事引来了聋校的首位学生池曼

青，此后又陆续增加几名学生，授课地

点就在陈希聪的家中。一年后，学校

正式宣告成立的时候，3人商定邀请上

海具有丰富聋校办学经验的聋人蔡润

祥出任首任校长。于是浙南地区第一

所聋哑学校就这么诞生了。

办学初，学校老师都是聋哑人，招

不到健全人当老师，张忠铭动员妻子

黄灿霞到学校工作，黄灿霞便成了全

校的“耳朵”，负责对外联络。“除了义

务帮忙，跑部门、筹经费，奶奶还经常

将自家的用具搬到学校。”张沁丛说，

“爷爷奶奶省吃俭用，学校缺什么，就

从家里拿什么，家里的生活费都被爷

爷用在了学校。尽管如此，仅有的经

费也只够买纸张，由爷爷刻蜡板誊印

教学资料。由于长期刻蜡板，爷爷的

手指骨严重变形。”

1952年聋校改为公立温州市聋哑

学校。作为聋哑学校的老师，黄灿霞

常说：“在聋哑学校，教师不仅是教师，

更是一名保姆；不仅要有爱心，更要有

耐心。因为老师少，我只能丢下家里

一摊事情不管，把精力都花在这些聋

哑孩子身上。虽然忙得没日没夜，但

精神上却很满足。”

“奶奶在学校当总务多年，为国家

省经费，购买办公用品、书本簿册及其

他用品，一辈子没报销过一分钱的运

输费，轻的自己搬，重的则让年龄大一

点的学生骑着三轮车，而自己推着

跑。”张沁丛说。

1976 年黄灿霞离休，1979 年张忠

铭离休。“爷爷奶奶出于对聋教事业的

热爱，也出于对聋哑孩子学习知识重

要性的切身体会，已是花甲之年的二

老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和两位姑妈在

乐清湖头创办聋校，后来成了乐清聋

校的前身。”张沁丛说。

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经过世，张忠

铭享年84岁，黄灿霞享年93岁。“奶奶

在世时，她的学生有些虽70多岁高龄，

依然经常过来看望奶奶，过来陪奶奶

聊天”。

“聋哑人教育这条路很难走”

黄灿霞离休后，校方动员黄灿霞

的儿媳陈湖湖顶替她的工作。1979

年，陈湖湖正式成为一位特教老师。

那时，学校教职工已有30多人，学生在

200人上下。“想当好一名聋哑人老师，

没有其他，只要有爱心。”黄灿霞经常

这样教导自己的儿媳。

陈湖湖当时虽无经验，却已经从

公公婆婆身上学到特殊教育最重要的

品质：爱心、耐心、真心。

陈湖湖一边自学手语，一边在温

州师范学校进修学历，用高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在张沁丛眼中，母亲性格

温和开朗，教学语言也丰富，很快便

进入状态，与学生打成了一片。为了

让学生能学得更好，陈湖湖每天刻苦

学习手语，起早贪黑，像着了魔一般

只要有空就拿起手语书来学。没多

久，她就能熟练使用手语了。

张沁丛介绍说，记得母亲教过的

班级中曾有一个来自福利院的孩子

小许，每当节假日同学们被父母接回

家时，这个孩子的眼里便充满了忧

伤，她知道自己无家可归。于是，假

期母亲都带她回家，“每次母亲给我

买衣服时，都会多买一件给她。在妈

妈的教育下，小许努力学习考上了浙

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有了一份不错

的工作”。

“你肯定觉得聋哑孩子的课堂是

非常安静的吧，其实不是的，只会更

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陈湖湖说，

“因为他们听不到声音，又很想表达，

就会不自觉地发出‘咿咿呀呀’的声

音。而我们老师为了训练那些有微弱

听力学生的听力，会讲得声音更大。

所以课堂上经常会很热闹。”也正因为

如此，陈湖湖落下了咽喉炎的毛病。

而这个病，几乎是所有从事听障教育

者的职业病。“聋哑人教育这条路很难

走，但是从我公公身上，我看到一名聋

哑人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

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是眼界，更重要

的是人生态度”。

每看到学生的一点进步，陈湖湖

都觉得一切付出是值得的。陈湖湖至

今保留着每届学生的毕业留影，整整

两大本厚厚的相册。

2009 年上半年，陈湖湖离开了讲

台。刚开始退休的时候，她总觉得心

里空落落的。后来开始转身做义工，

担任聋哑人案件翻译工作，调解聋人

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宣传法律知识，还

获得过“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

工作者”称号。

张沁丛的叔叔张建浩比陈湖湖进

入特教领域更早。1972年，张建浩进入

温州市聋哑学校，成了一名体育教师，

担任学校各项体育赛事的训练工作。

通过严格的体育训练，不少学生在体育

运动中找到了出路。他的学生在全国

残疾人运动会上不仅获得多块金牌，有

的还打破了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在

学生眼里，张建浩是个“矛盾体”——训

练时严厉、生活里有趣。温州市残联成

立后，张建浩兼任温州市残疾人体育总

教练带队参加过省、市级残疾人运动会

各项比赛。

2004年，张建浩被评为全国残疾人

体育先进个人。那时，张沁丛才知道，

一个动作叔叔常常要示范几十遍甚至

上百遍。有一年，为了帮助下肢瘫痪的

游泳运动员张红钹增强腰部力量，叔叔

每天都要扶着她练习200次负重背起。

聋校的学生一届又一届毕业离

校，步入社会，从事不同的职业。据不

完全统计，自温州聋校建校至 2009 年

合并前，共培养出 1000 多名学生。有

不少当年从聋校走出的学生，也都在

各地的聋校从事教育工作。其中，温

州苍南、文成等地陆续开设的聋校，创

办人都毕业于温州聋校。

“我愿在无声世界里做
一盏灯”

张 沁 丛 从 小 是 在 温 州 聋 校 长

大的。

之所以大学时学习特教专业，毕业

后又专门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特级

教师，是因为自己的成长环境和祖辈的

嘱托。“爷爷是聋哑人，我小时候放学就

会到聋哑学校去等妈妈，有时候妈妈还

在上课，我就静静地坐到最后一排看她

上课。”张沁丛说，自己的整个童年是在

聋哑学校度过的，相较其他老师，她对

聋哑孩子更多了一份感情。

如今，祖辈都已故去，父辈也已退

休，“接力棒”传到了孙女张沁丛的手

中。提起“接班”这个事儿，张沁丛说：

一是因为爷爷的遗愿，二是因为从小

的熏染。

2002年冬天，爷爷去世时，临终的

遗愿是希望他的孙辈中至少有一个孩

子能延续他的聋教生涯。“当时，哥哥

姐姐都选择了自己喜爱的专业，而我

成了唯一能够完成爷爷遗愿的孩子。

尽管迫不得已答应了，可我内心却充

满了抗拒。”张沁丛喜欢英语和历史，

压根就不想当教师，更不愿意当聋校

教师。但是，在高考结束填写志愿时，

张沁丛还是如爷爷所愿以超出分数线

几十分的成绩报考了南京特殊教育学

院，成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听障方向

的大学生。

在大学期间，张沁丛经常做志愿

者，尤其是大三时她不断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深入南京、溧水等地，几乎每

个星期都去一些康复机构。这期间，

通过帮助特殊学生，“我找到了一种意

义感”。

2007 年张沁丛正式踏上特教旅

程。“爷爷、奶奶、大姑、二姑、叔叔、妈

妈，加上我，家族里共7人从事过特教工

作。作为独生子女，我的选择代表了我

们家族对于这个职业的认同。”张沁丛

说。张沁丛的爱人本是一名优秀的电

子工程师，受张沁丛家庭的影响，2017

年也光荣地成了一名人民教师。

刚工作的那年，张沁丛接手了一

年级班主任工作。一切都是全新的开

始，但真正走进教室，嘈杂的吵闹声把

张沁丛拉回到了现实中，教室里乱哄

哄的，孩子哭的哭，闹的闹，还有追着

家长往外跑的。“妈妈告诉我，一年级

是一切新的开始，是抓好行为习惯和

课堂常规的最佳时机。这话听起来简

单，可做起来却很难，今天教的习惯，

明天就又回到原点”。

慢慢地，张沁丛还是适应了这种

生活秩序。受祖辈和父辈影响，张沁

丛知道，与聋哑孩子相处，当他们高兴

的时候，可以用丰富的肢体语言陪着

他们一起高兴；他们生气的时候，自己

却不能生气，要耐心地先安抚，等他们

平静下来后再讲道理……

特殊教育学校里，每一个孩子背

后都有让人心痛的故事。张沁丛在担

任启音部七（2）班班主任时，班上有个

叫小吴的学生。小吴是个吃软不吃硬

的孩子，不好好学习，几乎打遍了任课

老师。小吴父母离异，父亲有前科，遭

母亲弃养。一个宁静的夏夜，张沁丛

刚哄睡完孩子准备睡觉，突然值日老

师打来电话带着哭声说，小吴受伤了，

玻璃片划破了手腕，大出血，3 条毛巾

都包不住外涌的鲜血。事态非常严

重，张沁丛立即让值日老师叫救护车，

随后向校领导做了汇报，驱车赶往医

院。医生说孩子手腕断了两根肌腱，

必须马上手术，但需要家长签手术同

意书，当联系家长时两人却以各种借

口拒绝前来。可孩子的伤情不允许再

耽搁了，无奈之下请示领导后，张沁丛

在这份手术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

名字。

安抚了意识还清醒的小吴，看着

手术室的大门徐徐关上，一小时、两小

时，直到手术结束得知孩子安好，张沁

丛才缓下那口气。那是一个难眠的夜

晚，“守着这个可怜的孩子，也守着自

己同样作为人母的心直到天亮”。

张沁丛爱她的学生，“喜悦、哭泣、

大叫，在这样充斥着各种情绪的世界

里，我要教会他们穿衣、洗漱、如厕、与

人交往等个人生活、适应社会的技能，

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尽管孩子们的

每一个微小进步背后都要付出很多，

但张沁丛说，特教工作就是“牵着蜗牛

散步”。没有抱怨，只有努力，总是静

待花开。张沁丛说：“我愿在无声世界

里做一盏灯。”

王亚锋（温州市特教学校美术教师）：

同陈湖湖老师共事12年，她对我们这些从外地来的年轻教师非

常照顾。刚到学校来时，她热心地教我们打地方手语，带我们上她

家吃饭，端午、元宵还会给我们带粽子、汤圆。对学生就更不用说

了，经常带自家的衣服，吃的东西给学生，学生都很黏她。最令人钦

佩的是，以她的专业水平和资历，老早就可以做行政，但一直坚持在

一线工作，还担任班主任，她始终把学生的教育摆在首位。

陈蕾（温州市特教学校语文教师）：

陈湖湖老师一直教低年段学生，经验丰富，虽然不是我的指导

老师，刚进学校的那段时间，我有什么疑问都乐于去请教她。她为

人很有耐心，和其他老师不同的是，除了教学上尽心尽力，她对孩子

的关心也细致入微。对低年纪段来说，很多孩子不过还是幼儿，生

活起居都需要人照顾。即便不是生活老师，她也会帮着给孩子洗

澡、洗衣服。

林日正（温州教育杂志编辑部主任）：

从对话张沁丛，再到认识她的母亲陈湖湖，而后拜访她那已年

逾九旬的祖母黄灿霞，内心始终洋溢着一种感动。感动于他们家庭

对于特教儿童的关注，感动于他们家庭的薪火相传，感动于他们家

庭的一种坚守。引发我思考的话题很多，但最为焦点的是“教师职

业认同感”。

从新中国成立前创办

私立聋校到新中国成立后

改为公立，从后勤杂务到教

学一线，从爷爷、奶奶到儿

媳、孙女，一家祖孙三代 7位

特教人持续接力 75年，在无

声世界里照亮了 1000 多名

聋哑学生的生命。

无声世界里用爱发声无声世界里用爱发声
——浙江温州张沁丛特教世家的教育接力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延伸阅读

●第一代

张忠铭（1918年6月-2002年11月）

温州聋校创始人之一。在上海福哑学校读书回乡后，在家人的支

持下，与同窗陈希聪等人四处求助地方慈善机构和社会贤达，开办温

州聋校。改为公办后，一直留校至1978年退休。

黄灿霞（张忠铭之妻，1919年4月-2014年2月）

学校创办初期，因校内均是聋哑人，黄灿霞协助管理校务，属义

务劳动。学校被政府接收后成为正式在编教师，直到1976年退休。

●第二代

陈湖湖（张忠铭次媳）

1979年进入聋校工作，至2009年退休。

张建浩（张忠铭幼子）

1954年出生，1972年参加特教工作，曾荣获全国残疾人体育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第三代

张沁丛（张忠铭孙女、陈湖湖女儿）

2007年进入聋校工作至今。

特教世家的教育接力

他人眼中的特教世家

张忠铭观看学生下棋张忠铭观看学生下棋

张沁丛与学生互动张沁丛与学生互动

张忠铭张忠铭（（前排左二前排左二））组建的聋哑宣传队组建的聋哑宣传队

献给第 个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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