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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期望
特约记者 黄良策

3月29日上午，在文昌市特殊教育
学校的一间教室里，6名十五六岁的少
年正围着一张大桌子剪纸。教室很安
静，纸张的断裂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42岁的特教老师符致明正比划着双手
指导孩子们剪纸。孩子们不时微笑着抬
头看老师一眼。

文昌市特殊教育学校，位于文昌实
验高中和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中间，和
两侧的学校相比，除了铃声一样清脆响
亮外，显得无比安静。这所学校很小，只
有一栋教学楼，学生也很少，共有48名
学生，不能和旁边两所有着数千名学生
的学校相比。

就在这所小而安静的学校里，符致
明坚守了17年，教育了一批又一批聋
哑、智力障碍学生，从无半点怨言，他享
受着这份工作带给他的快乐。

倾心特教17年
落下“职业病”

“在我们学校，眼睛和双手是最重要
的，一切交流离不开它们。”24岁就开始
在文昌市特殊教育学校任教的符致明在
进行语言交流时，显得有些木讷，手会不
由自主地比划几下，普通话里总会不时
蹦出几个当地方言词汇。但当他用眼睛
盯着学生，快速地舞动着双手，学生也同
样快速舞动着双手回应的时候，你能感
觉到他们都是健谈者。

1997年，符致明从南京特殊教育师
范学院毕业回到家乡，成为文昌市东郊
镇的一名小学老师。2001年，文昌市特
殊教育学校筹建期间，符致明被文昌当
地教育部门抽调过来，从此走上了特教
老师的岗位。2002年秋季学期，文昌市
特殊教育学校开始招生，那一年学校一

共招收了14名聋哑学生。此后，学校招
生人数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学校有64
名学生。

“17年了，我每天都在学校，绝大
部分时间是用手语跟学生沟通，所以
跟正常人交流时，也会不自觉地加上
手势。”符致明打趣地说，担任特教老
师之前，他并不是这样的。这种习惯
是他在文昌市特殊教育学校任教两三
年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因为吃住都在
学校，经常要跟聋哑学生交流，他的这
种习惯不但无法改正，而且在环境影
响下逐渐加强。

“我跟别人开玩笑说这是一种特教
职业病，但我不会因此懊恼，因为我收获
也不少。”符致明乐呵呵地说，帮助这些
特殊的孩子打开学习知识的窗户，为他
们点亮人生之路，他每天都过得很充
实。在他的悉心培养下，文昌市特殊教
育学校走出了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学生。
2008年，白萃红同学被评为文昌市“三
好学生”，黄丹梅同学获得海南省残疾人
运动会200米跑第一名的好成绩；2009
年，林帅同学被评为文昌市“三好学生”；
2016年，患有感音神经性耳聋的白云鹤
被“聋人界哈佛”——美国加劳德特大学
录取……

耐心付出
赢得学生灿烂笑容

“由于听力障碍，无法正常跟人沟
通，有些孩子的心理很脆弱。”符致明说，
在文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是听不到训斥
声的，你能见到最多的是老师、学生脸上
的微笑。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老师有充
足的耐心，去反复跟学生交流。

“比如在课堂上，你教正常孩子一个
成语，可能三五分钟就教会了，但是教聋
哑学生，可能需要10多分钟，甚至半个
小时。”符致明说，由于手语在表达方面

多少存在欠缺，老师用手语解释词汇的
时候，会受到一些制约，你要针对不同
的学生，用不同方式作出解释。如果
碰到学生犯了错，老师先要想好教育
的方式，然后根据每个人性格特点，想
出一套教育方法才行。“有的孩子有点
自卑，方式不当很容易让他们接受不
了。”他说。

符致明骄傲地说，在文昌市特殊教
育学校工作17年，他几乎没有对学生发
过脾气，“不是我没脾气，而是我不能发
脾气。”正是耐心的付出，让他在学校很
受学生欢迎，学生生活中也最爱“麻烦”
他。“宿舍的灯坏了、教室里的桌椅坏了
这些小问题，只要碰到我，他们总会找我
去修。”

在学校，符致明没事也会跟学生开
开玩笑。“其实，他们是懂事的。”符致明
说，由于这里的学生大部分是寄宿生，每
次学生生病了都是他送去医院。当躺在
病床上的学生用手语和微笑表达谢意的
时候，他能感觉到，学生把他当成亲人一
样看待。

“他们无法用语言表达，但是老对
着你微笑，用手比划心形送给你，这样
的场景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符致明说，这种无声的微笑，最能打动
人心，也让他感觉到自己从事的工作非
常有意义。

“我们这群老师很特殊，外界关注
的也少，但是我很安心。”符致明告诉
记者，尽管特教老师的工作很辛苦，但
他很享受这份职业给自己带来的快
乐。“我们从事的是让弱者有力的职业，
心中要充满爱，用爱去温暖他们的心
灵。当我看到原本自卑的聋哑学生走
在街上，微笑着跟人点头打招呼时，我
就感到非常欣慰。”他说，自己很喜欢看
到学生的笑脸，因为那代表着一种阳
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本报文城4月2日电）

文昌特教老师符致明17年引领陪伴聋哑、智障学生成长

甘当无声世界的领路人

记者手记

时代的奋斗者时代的奋斗者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在采访符致明老师的过程中，记
者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特教老
师这份工作的？符致明坦诚地说，当
年是听从父辈的安排，去南京特殊教
育师范学院学了特教专业，刚开始文
昌没有特教学校，毕业回乡后就当了
一名小学老师。后来，文昌市特殊教
育学校成立，他听从组织安排，干回了

“本行”，开始跟这群特殊的孩子接触，

发现他们确实需要帮助，就开始踏实
地工作，总想着让聋哑学生多学一些
知识，多懂一些生活的技能。交谈中，
符致明很少谈自己为孩子们付出了多
少，只是说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并一直
强调自己也很享受孩子们把他当家
人，喜欢看到孩子们对他微笑。

符致明工作的特殊教育学校，
平时很少受到关注，一到上课时间，
校园里尤其安静。符致明和其他特
教老师，付出比普通教师更多的努

力，挥洒更多的汗水，只为让这群特
殊的孩子拥有更阳光的心态，学到
更丰富的知识，掌握更全面的技能，
让这群孩子在未来拥有同样出彩的
人生。

他们远离聚光灯，但正是因为有
了许多像符致明一样敬业的默默无闻
的特教老师的付出，聋哑、智障学生的
人生之路被点亮，获得了更多发展的
可能。

（本报文城4月2日电）

无声的付出最动人

3月29日，符致明在教学生剪纸。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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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统民宿遇上互联网化的共享
经济平台，一个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引
擎”正在提速。

事实上，民宿经济已经不是新鲜
事物。在过去，乡村民宿的发展受
限于房屋品质参差不齐、配套服务
和设施有待完善等因素，未能形成
大规模的“裂变效应”。然而，共享
住宿平台的加入，正在让情况发生
改变——闲置的房屋资源、人力资源
被盘活；成熟的平台体系，不仅保障
房客的住宿体验，更为个体房东的
经营提供便利，孵化更多个性化的
特色房源。

在创建全域旅游示范省的大背
景下，海南乡村旅游迎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而以小猪短租、爱彼迎为代表
的共享住宿平台也纷纷发力乡村市
场。共享经济模式下的乡村民宿正
蓄势待发。

千人千面
共享住宿成出游新潮流

据悉，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
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指
出，2017年，我国共享住宿市场交易
规模为 145亿元，同比增长 70.6%。
共享住宿平台的发展也保持高速成
长。海外专业短租巨头爱彼迎近日
公布，其中国房源在2017年增幅达
到100%；本土代表企业小猪短租，在
过去两年内交易额增幅更是达到了
12倍。

伴随消费升级的浪潮，“景点打
卡”式游玩正在被深度体验游所取
代。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具有当地
特色的民宿，甚至选择与房东住在同
一屋檐下，在日常点滴中感受当地人
的生活。艾瑞咨询的分析也指出，共
享住宿模式正在走入人心，尤其受到
年轻一代的欢迎。随着“80后”“90
后”成为主流消费力量，未来我国共
享住宿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共享住宿具有极强的个性化特
点，每套房子从装潢到布置，都体现着

房东的生活理念。对乡村旅游而言，
住宿更是游玩体验的重要载体。卸下
烦恼，带上惬意，住进宁静的山水田园
间，正是人们向往度假生活。小猪短
租CEO陈驰向笔者介绍，“乡村美宿”
是小猪最受欢迎的特色项目之一，随
着赏花季的到来，房源订单量和咨询
量也迎来了小高峰。

规范发展
绿色模式激活美丽乡村

清新的自然风光，别样的民俗风
情，构成了海南的美丽画卷。绿色
是海南发展的底色，开发乡村资源、
发展绿色旅游是必然之选。以“盘
活社会存量资源”“打造多元化居住
体验”为核心的共享住宿模式，与此

不谋而合。
海南旅游具有淡、旺季明显的特

征，而酒店巨大的建设和运营成本，
使得其难以成为农村旅游住宿的主
力军。而共享住宿根据当地的人
文、景观等特色，将现有的闲置房屋
进行设计、改造，不仅避免了大兴土
木，也保留了更原汁原味的“生活气
息”。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风格各异的民宿，能够
充分发挥海南青山绿水、文化多元
等资源优势，避免千村一面、千景一
面的情况。有魅力的民宿还有助于
将旅游转换为“旅居”，提升游人在
目的地的停留时长和再次造访的意
愿，非常符合海南作为度假圣地、疗
养圣地的定位。

过去几年，虽然有大批农家乐涌

现，但由于房东缺乏专业的知识和经
验，往往不能满足游客的体验需求，从
而陷入经营困境。拥有成熟体系的共
享住宿平台的深度介入，无疑将改善
农家乐“野蛮生长”的状态，使乡村民
宿更趋规范化。“非标准化的房源，标
准化的服务，这源于我们在多年运营
中的积累。”陈驰表示，除了为房东和
访客提供安全、信用方面的保障，小猪
还搭建了智能设备、保洁管家、运营助
手等服务体系。

艾瑞咨询数据预测，到 2020
年，我国将有 300 万家农家乐。如
果与共享住宿平台深入合作，借助
专业的装修、运营和品牌营销，将传
统农家乐升级为更高品质、有品位
的美宿，必然将进一步促进美丽乡
村发展。

以点带面
打造乡村经济新增长点

近期，乡村振兴成为备受关注的
话题。如何通过旅游实现扶贫富民、
增加个人收入、解决人员就业等，也是
各界讨论的重点。

依托于共享经济模式，对个体的
赋能也是共享住宿平台的优势之一。
个人房东利用闲余的资源和时间，通
过互联网平台的专业服务，与房客实
现连接并创造收入。笔者了解到，
2017年国内共享住宿平台上的个人
房东最高收入达到数十万元。据悉，
小猪短租平台上已孵化出不少个人房
东的自有民宿品牌，甚至有房东已经
建立团队并成功融资。

平台不仅连接着房东和房客，也
连接着业余保洁、管家、设计、摄影
等。作为业内最早推出标准化保洁和
摄影服务的企业，小猪短租CEO陈驰
透露，目前有超过1500人通过平台实
现灵活就业。随着房东对保洁、房源
拍摄需求的增加，这个数字还在不断
上升。此外，通过与装修设计、餐饮、
娱乐、艺术、文创等产业的相互联动，
民宿也无疑将成为推动全域旅游和美
丽乡村建设的撬动点。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
指出，到2020年，全国乡村旅游年接
待游客将超过20亿人次，受益农民将
达到5000万人。2016年，海南吹响
建设美丽乡村的号角，旨在整合、盘活
散落在全岛各地的乡村资源，打造乡
村经济新增长点。

“共享住宿市场成长迅猛，且平台
体系日趋成熟。在海南打造共享民宿
将是一个双赢的举措。”省旅游委相关
负责人说。陈驰表示，我国共享经济
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引领新潮流，正是
因为中国有极好的创新土壤和环境，
小猪相信共享住宿能够为海南的乡村
旅游发展做出贡献，并期待与各界一
道展开创新。

传统民宿搭上共享经济快车，乡村旅游再现新模式

共享住宿：让旅游不仅是游山玩水
小猪短租成立于2012年，是国内

最早依托于共享经济，为用户提供短
租民宿服务的互联网平台。目前，小
猪已成为我国共享住宿领域的领先品
牌，市场占有率和增速均处于行业领
先地位。小猪短租致力于挖掘潜力巨
大的房屋闲置资源，搭建一个诚信、安
全的平台，让个人与个人得以连接，并
提供有别于传统酒店，更具人文情怀、
更高性价比的住宿选择。

目前，小猪短租平台房源总量已
超过25万套，覆盖国内384个城市和
海外超过 100 个目的地，平均每天会
有 1500 套左右房源量的增加。为了
更深度地服务用户，小猪短租在全国
20个城市设有本地运营团队。此外，
小猪还建立了以共享住宿为核心的平
台大生态体系，包括管家保洁、智能门
锁、摄影等业务。目前，全国有超过
1500名业余保洁和业余摄影师，利用
自己的闲余时间，通过小猪平台创造
个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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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共享住宿 代表企业

小猪短租“乡村美宿”特色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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