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蘇省盲人教育資源中心 2008 年度工作總結 

在省市教育部門的領導下，省盲人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資源中心）充分發揮了豐

富的教育資源的作用，認真做好了視障學生隨班就讀與 0—6 歲視障兒童早期關懷和教育兩

個項目的工作，全心全意地爲視障孩子服務。2008 年我們做了以下工作： 

一、視障學生隨班就讀工作 

資源中心隨班就讀工作自 2004 年 10 月份以來，已在南京、鹽城、宿遷、淮安的 23 個

區縣的 108 所學校的 549 名學生進行了篩查檢測，前後共確定隨班就讀學生 102 名。後期工

作中，由于家長强烈要求進入盲校學習的學生 6 人；中途輟學的學生 9 人；由于畢業等原因

失去聯繫 10 人；轉學到非資源中心隨班就讀點城市的學生 1 人；出國求學 1 人。因此，目

前在資源中心服務範圍內的隨班就讀學生有 75 人。 

（一）資源支持 

1、資助工作 

（1）教材的資助 

依據隨班就讀視障學生的篩查評估結果以及每個學生的實際需要，我們會在寒暑假裏提

前製作好漢字放大教材，幷于開學初及時郵送到學生手中。目前爲止，資源中心已爲先後確

定的 39 名有需要的隨班就讀學生配備了 506 本的漢字放大教材（2008 年提供 98 本）。這些

學生閱讀放大教材時，很多筆劃複雜的字看得很清楚，眼睛感覺很輕鬆，學習成績也有了顯

著提高。 

幷爲全盲學生提供盲文教材一套（語文數學各一本），爲全盲學生隨班就讀提供了可能

性。 

（2）助視器的資助 

2005 年、2008 年，中心分別購置了各種型號的助視器，價值四萬餘元。依據篩查評估

結果，爲有需要的學生配備了適合的放大鏡和望遠鏡，幷有眼科醫生進行了使用指導，目前

爲止，資源中心已分別爲 88 名有需要的隨班就讀學生共配備了放大鏡 85 個、望遠鏡 81 個。 

助視器的配備對學生閱讀課本、課外讀物以及看黑板起到了重要作用。 

2、巡迴輔導工作 

（1）加强與隨班就讀視障學生就讀學校的校長和班主任的溝通聯繫，瞭解學生的在校

情况和存在困難，建議如何督促和指導隨讀學生使用和保護助視器以及根據隨讀學生特殊需

要安排坐位，就課堂教學中如何兼顧隨讀學生進行交流，以及個別教育計劃的制訂進行指



導，巡訪工作取得了隨讀學生所在學校領導和教師的大力支持，幷建立了良好的聯繫。 

（2）儘量取得隨讀學生家長的聯繫，提供就醫建議、幫助家長指導孩子使用和保護助

視器、介紹一些視功能訓練方法，解答家長對孩子的教育疑難，與家長建立定期聯繫。 

（3）巡訪隨讀學生，與孩子談心，瞭解存在的困難，幫助孩子解决因使用助視器而帶

來的困惑和因自己眼疾而産生的交往障礙，幷對面臨升學的隨讀學生進行賞識和激勵教育，

幫助孩子們樹立信心。 

3、擴大資源支持範圍 

（1）資源中心篩查小組對鹽城市射陽特殊教育學校新開辦的盲班的 8 名低視力學生進

行視力檢測評估，幷進行了放大鏡、望遠鏡的資源支持以及對有需要的兩名學生製作了漢字

放大教材，同時爲班內的四名盲童製作了盲文語文教材和提供了盲用字筆字板。在與該班的

老師交流時，她表示如果沒有這些設備的支持，真不知道著怎麽教這些孩子學習。 

（2）資源中心還爲南京市盲人學校、徐州聾啞學校、揚州聾啞學校、泰州特殊教育中

心的低視學生配備了漢字放大教材共 842 本。 

（3）爲了真正實現全盲學生的隨班就讀，資源中心製作了蘇教版語文第一、二、三册

和牛津小學英語 3A--5B 的盲文教材。2006 年至今，共製作盲文教材 345 本，其中 2008 年

我們共製作了盲文教材 164 本。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所有的資源支持都是我中心免費無償提供的，據不完全統計，資源

中心僅此項就投入經費約 15 萬元。 

（二）專業培訓 

1、在 2005 年、2006 年、2007 年師資培訓的基礎上，2008 年暑假，資源中心又聘請了

江蘇省內資深的特教專家集中對隨班就讀學生就讀學校的班主任或科任教師免費進行視障

學生隨班就讀專業理論的培訓，培訓包括資源中心的意義和作用、融合教育的理念、隨班就

讀在中國的現狀、視障學生的生心理特點、視障的形成與保護、如何關注視障兒童的成長、

制定與實施視障兒童的個別化教育計劃等內容，使普校領導和教師對隨班就讀工作的意義有

了新的認識，對視障學生教育教學的基本知識和方法有了全面的瞭解，使他們能够更好地爲

隨讀學生服務。 

2、在巡迴輔導中，對鹽城、宿遷、淮安的隨班就讀視障學生以及學生家長、教師進行

了視功能訓練的培訓，不僅讓孩子學習如何科學用眼和視力康復，也使家長和教師學會如何

幫助和督促孩子進行視功能訓練，這樣有助于保護孩子的殘餘視力。 

（三）加强研究 



1、制定計劃，重視教研。 

資源中心作爲隨班就讀的新載體，尚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搞好隨班就讀工作，教

育科研要先行，普通中小學隨班就讀的教師，要根據視障兒童少年的特殊需要，提供特殊的

設備、諮詢和個別服務。如何發揮教師在隨班就讀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如何創設隨班就讀的

良好環境？怎樣制定和實施個別化教育計劃？如何做好隨班就讀的課堂教學等前進中遇到

的問題，都必須通過教學研究來解决。 

因此我中心高度重視隨班就讀工作的研究，每學期初都制訂了詳細的工作及研究計劃，

平日嚴格要求中心教師加强理論學習和研討，學期末進行經驗總結，幷及時向香港盲人輔導

會及省教育廳彙報。工作中遇到問題及時向陳梁悅明太平紳士求教，得到她及專家們的指

導，排解了諸多困難與問題，提高了我們的工作水平 

2、健全檔案資料。 

我們爲 102 名隨班就讀視障學生分別製作了個人檔案袋，內容包括學生基本情况調查、

視力障礙學生視功能評估、視力障礙學生視力情况、巡迴輔導三聯單、電話訪視記錄單、助

視器登記表、助視器使用須知等。這些檔案的收集和整理，爲我們對學生的持續指導與幫助

提供了依據，也爲深入進行隨班就讀工作的研究積累了寶貴的素材。 

3、加强個別化研究。 

在全面開展工作的同時，我們還注重進行個案研究，力求從個別化研究中求得一些規

律。以下是我們重點關注的一些個案： 

（1）曹佩文，女，1995 年 1 月出生，先天性白內障，現在南京市玄武區三十四中學隨

班就讀 

曹佩文是一個很有上進心的學生，六年級時複習壓力特別大，但她很樂觀也很懂事。①

曹佩文上四年級的時候，我們爲她配備了放大鏡和望遠鏡，幷一直爲她製作放大教材。②中

心巡迴輔導員定期到學校進行巡迴輔導，還深入課堂，和學生們一起上課，課間和學生們一

起游戲，目的就是要瞭解曹佩文隨班就讀的第一手資料。之後再有針對性地與任課教師一起

商討對曹佩文教育教學上的一些好的改進方法和措施。③我們瞭解到對于象曹佩文這樣的學

生，區裏可以讓她免試就近入學，當時家長也有點動搖。資源中心巡迴輔導員及時進行家訪，

與家長進行溝通，做家長的工作，因爲這個學生基礎很好，鼓勵這個學生和同學們一起站在

同一條起跑綫上比賽。最終家長認同了我們的觀點，决定讓孩子有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 

2007 年 9 月，曹佩文升入南京市玄武區三十四中學，入學成績在班級中上游。我們繼

續爲她提供放大教材、助視器，幷定期進行巡迴輔導，在開學初我們著重爲她做好新學校的



適應輔導。班主任給曹佩文這樣的評價：樂觀、開朗、認真、堅强，在班裏與同學相處融洽，

成績一直處于中上游水平，平時學校有什麽活動，曹佩文從來沒有退縮過、放弃過，這也感

動了老師和同學，大家覺得曹佩文真正地融入了班集體。 

（3）陳芊，女，2002 年 5 月出生，全盲，現在南京市天妃宮寄宿制學校隨班就讀 

陳芊今年 7 歲，讀小學一年級，原來是資源中心 ECCE 項目的一個兒童。 

2008 年，在孩子即將進入小學之前，我們的老師與家長進行了深入的溝通，瞭解其對

孩子的入學願望，幷建議家長嘗試進行隨班就讀學習，幷對孩子的家庭成員進行了瞭解及介

紹了隨班就讀對孩子發展的意義，最終得到了陳芊家中所有成員的大力支持。我們又通過新

聞媒體對其進行了報道，希望能够有學校接納幷嘗試全盲學生的隨班就讀學習。2008 年 3

月南京下關的天妃宮寄宿學校校長得知此消息後，與我們取得了聯繫。在大家共同的努力

下，使陳芊順利進入普通小學進行隨班就讀。 

在 2008 年暑假，我們對陳芊進行了盲文培訓，幫助陳芊做好入學前的心理準備工作。

幷利用暑假對天妃宮寄宿學校的部分老師進行了盲文培訓和隨班就讀相關培訓，與學校的領

導和老師多次會談，就陳芊的入學準備達成了共識。開學之後，我們的老師每周一次進行巡

迴輔導，及時瞭解陳芊隨班就讀的情况，深入課堂，就如何在課堂教學中兼顧盲生與陳芊的

任課進行多次探討。除此之外，我們還非常重視陳芊的心理適應問題，抓住陳芊每一個行爲

的細節與家長、老師交流如何輔導孩子更好地適應普通學校的學習生活和融入明眼孩子，對

陳芊的心理支持與干預也是我們的一個服務重點。因爲陳芊是全盲孩子，我們還對她進行了

定向行走培訓，幫助陳芊能早日在校園內行走自如。前不久，我們瞭解到陳芊在一年級口算

比賽中獲一等獎第一名，期末考試語文數學都是 100 分。 

全盲兒童在普通學校隨班就讀在全國也是首例，很多困難都是在陳芊的實際學習和生活

中突然發現的，但是我們堅持爲每一個視障兒童全心全意服務的宗旨，也會努力陳芊創造更

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4、堅持例會制度。 

    資源中心制定了例會制度，每周一開例會，總結一周工作，制定下周計劃，做到工作有

序，使每項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幷做了詳細的例會記錄，記錄了資源中心運轉的進程等詳

細情况，爲工作開展提供了查詢依據，完善了資源中心的檔案收集。 

5、重視總結提升。 

爲不斷提高資源中心教師指導工作的水平和研究問題的能力，資源中心組織相關教師參

加了各種培訓，幷及時分享培訓成果。我們還撰寫了多篇論文，其中《視障兒童早期教育的



現狀與分析》獲全國特殊教育論文一等獎，《充分發揮省盲人教育資源中心作用  扎實推進

視障學生隨班就讀工作》獲全國盲教育論文一等獎，《讓視障兒童快樂的學習——心理支持

是視障兒童成功隨班就讀的重要保障》獲南京市教育教學論文三等獎。 

（四）工作成效 

1、學生普遍融入集體，教育質量顯著提高。 

目前資源中心的 75 名隨班就讀學生大部分在普通學校都適應得很好，有 1 名大學生，

40 名小學生，34 名中學生。大多學生都很有上進心，學習認真刻苦，性格開朗樂觀活潑，

在他們的身上我們看到了成績與希望，也更加認識到讓這些孩子在普通學校接受普通教育是

最好的選擇，他們的健康成長是我們最大的希望。 

學生對我們也建立了信任，有些學生選擇了寫信、打電話的方式與我們聯繫，說他們的

心裏話。當我們去巡迴輔導時，喊出這些孩子的名字時，孩子對我們抱以親人般地笑容，我

們希望能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促進這些孩子成長。 

2、形成了一支專業化的師資隊伍。 

（1）資源中心教師得到鍛煉。 

我們組織中心教師認真學習了 1993年聯合國《殘疾人機會平等準則》和 1994年國際“世

界特殊需要教育大會”發布的《薩拉曼卡宣言》，從思想上提高對“全納性教育”和隨班就

讀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幷要求中心教師要注重自己特殊教育理論的學習和經驗的積累，在實

際工作中，中心教師的素質也得到提高。 

視障學生大多分布在鹽城、宿遷、淮安等這些經濟欠發達的蘇北農村，我們在篩查過程

中爲了找到一名可能是的視障學生，經常要起早貪黑、走鄉串戶、不辭辛勞，而且很多次費

勁周折找到學生進行視力檢測後又不屬�視障學生，但中心篩查組的每個成員都沒有半句怨

言，因爲我們都想盡可能地多幫助一個視障學生。還有的時候我們的工作會遭到別人的質疑

和誤解，我們總是耐心地向他們解釋我們爲什麽做這項工作，我們的工作對視障學生會有什

麽幫助。時間一長，當地的領導、教師、村民都知道我們是在做好事，是實實在在地幫助這

些視障孩子，對我們的工作也逐步由熟悉到認同到肯定。 

雖然，我們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難，但一想到中心成立的宗旨、視障學生的期望以及我

們肩負的使命，就激發起我們認認真真塌塌實實地做好工作的熱情，每一個人都把“做一名

有愛心有耐心有信心有責任心的特殊教育工作者”作爲自己力行的標準和努力的方向。 

（2）隨班就讀點教師迅速成長。 

中心主要抓了集中培訓，利用寒暑假把隨班就讀點的教師請到南京盲校集中培訓，系統



講授隨班就讀的理論和教育教學的方法；同時也强調分散培訓，把每一次巡迴輔導當作是一

次分散培訓的極好機會，隨班就讀的指導教師每到一所學校，就向該校領導和教師，宣傳隨

班就讀對視障學生的好處，使視障學生不必去盲校就讀；家長少花錢，减輕了經濟負擔。同

時，也提前完成了本地區視障學生的普及義務教育工作，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資源中心成立以來，學生、老師、家長在與我們的接觸中，對我們的工作由陌生到熟悉、

由猶豫到信任、由遲疑到認同。隨班就讀點的教師對如何對待視障學生、如何教育視障學生

從茫然到思索到如今有了一套適合自己的隨班就讀學生的教育教學方法，從這些學生取得的

進步中，這些教師對隨班就讀工作的認同感也一直在提升，也更加認識到讓視障學生隨班就

讀是一種正確的爲孩子的一生幸福奠基的道路。 

3、摸索出了盲教育資源中心基本的運作方式。 

以盲校爲主體的盲教育資源中心是一項新生事物，沒有現成的經驗可據，我們邊學習邊

摸索邊研究邊實踐，已逐步形成了以資源中心、市縣教育局、鄉村中心校、隨班就讀點學校

及相關教師組成的隨班就讀工作網絡，掌握了篩查評估、資源配備、巡迴輔導、師資培訓的

基本方法，此外還爲每個隨班就讀學生都建立了一份詳細的成長檔案。視障學生成長檔案既

有學生本人和家庭的自然情况，又有學生的視功能評估，還有他們的特殊需要，以及每次巡

迴輔導和電話訪視的記錄和發展建議，把隨班就讀學生、就讀學校、任課教師和資源中心輔

導教師緊密聯繫在一起。 

（五）體會與思考 

1、工作體會 

（1）領導重視、各方支持是搞好資源中心工作的重要保障 

香港盲人輔導會、江蘇省教育廳有關領導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大力的支持。在南京、

鹽城、宿遷、淮安四市 22 個區（縣）108 個學校的篩查過程中，我們受到了四市市縣教育

局和特校領導、教師的熱情幫助，由于大部分學生都分布在鄉村小學，考慮到我們人生地不

熟，他們爲我們帶路，陪同我們到每一所學校。他們的敬業精神讓我們非常感動，使我們對

自己的工作也絲毫不敢懈怠。 

還有給我們精神上莫大鼓舞的當地村民，有好幾次當我們趕到村小的時候，早以過了放

學時間，讓我們吃驚的是不僅接受篩查檢測的學生沒走，校長、教師、還有一些學生都在校

園裏等著，包括很多村民，在他們的注視下，我們完成對每一個學生的篩查檢測。之後在他

們的感謝聲和期望的眼神中，我們離開了這些學校。事後，與同事交流，都對自己所做的工

作有了更深的理解，每往前走一步，都覺得肩上的責任重一分。 



印象最深的是在鹽城市阜寧縣一所村小的篩查工作，當時到那裏已是晚上七點半了，

校長、教師、學生、村民都在校園裏等著，這個學校有四個孩子要接受篩查檢測，最後有一

名學生確定是隨班就讀視障學生，陪她一起等的是她的奶奶，當老人得知我們可以幫助她的

孫女時，老人流著眼泪說：“謝謝你們，都是好人啊！”所有的人都爲那個女孩子可以得到

幫助而高興，都在爲她向我們表示著謝意。當時我們只有一個念頭，如果我們不做好這件事，

就對不起這些樸實的村民給予我們的信任。 

（2）農村的教育、農村的學生更需要我們的關注和支持 

我們在篩查過程中發現，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從沒有到醫院做過檢查，包括有眼疾的，也

包括一些近視的學生。在我們做視力檢測的時候，發現有的孩子確實有眼疾，詢問病因和病

史，盡從沒到醫院檢查過，只是覺得孩子眼睛不好，是天生的，有一些孩子已經錯過了最佳

的治療期。檢測中也發現有的學生只是近視眼，只要到醫院檢查一下配一副眼鏡就可以解决

的問題，然而這些孩子却從沒有到過醫院，有的已經上了六年級，家裏人不懂也沒有多餘的

經濟能力去給孩子做檢查配眼睛。 

在篩查過程中我們深深感到，學校經費的短缺、農民經濟的窘迫是影響農村教育、隨班

就讀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一些視力障礙學生，因爲經濟困難無法到醫院治療眼睛、檢查視

力，像配眼鏡都那麽困難，更何况是一些眼科手術。學校因爲經濟困難，無法添置必要的教

具、學具以及視障學生需要的學習用具、康復器材，希望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和幫助。 

此外，雖然兒童視障人數在視障總人數中只占一小部分，但越來越多的專家認爲兒童視

障應該比老年視障受到更多的關注。兒童視障與一般視障患者不同，兒童身體各部（包括眼

球）機能均處于生長發育階段，任何生理方面的缺陷，尤其是視覺方面的損害，對兒童身心

的健康成長將會産生深刻的影響。另外，在經濟上也會給家庭及社會帶來沉重負擔，從“視

力殘疾人數”的角度來計算，視力殘疾兒童所占比例大大提高。因此，如果對視障兒童不能

給予很好的照顧與安排，將會給社會增加更多的負擔，幷可能引起其他問題。 

（3）視障青少年隨班就讀是完全可行的 

從試點所得出的成效不難看出，視障青少年隨班就讀工作不僅意義重大，而且是完全可

行的。視障學生的學習能力幷不低于普通學校的學生，有的成績暫時落後大多是由于家庭的

貧困眼疾得不到治療，甚至連眼鏡都沒有配，最終導致視力嚴重損壞；有的由于老師的繁忙

學習上得不到幫助，處在“隨班混讀”的狀態，甚至被忽視、被歧視。因此我們堅信，良好

的環境加上資源中心輔以必要的資源支持與教育服務，加大師資培訓力度，他們將會同普通

學生一樣健康成長。必須看到：資源中心在推進隨班就讀的工作中不可或缺。 



2、工作思考 

從四市隨班就讀工作試點情况來看，各市、各縣、各校的發展很不平衡。爲了使隨班就

讀工作穩步發展，我們認爲一要分析原因，二要找准對策，三要有超前意識。 

（1）影響隨班就讀的因素和建議。 

影響因素：一是個別學校對隨班就讀工作不够重視，認爲普校就是搞普通教育的，搞低

視學生隨班就讀是負擔，不願接納視障學生尤其是全盲生；二是擔負隨班就讀的任課教師，

感到增加了工作量，沒有得到合理的報酬；三是家長認爲普校的教師不懂得特殊教育，把視

障兒童少年送到普校接受義務教育不放心。 

幾點建議：一是教育主管部門把吸收視障兒童少年隨班就讀，作爲衡量地方政府和有關

部門普及義務教育的硬任務來完成，列入領導幹部的考核內容；二是有關學校在制定校內二

次分配時，對隨班就讀教師，在經濟給予適當傾斜；三是加强對隨班就讀教師的視障教育理

論和教學業務培訓，使他們儘快適應隨班就讀教學工作；四是在各級各類教育教學表彰大會

上，同等條件下優先表彰隨班就讀工作的教師。 

（2）加强對隨班就讀理論的系統研究。 

隨班就讀作爲普及殘疾兒童少年義務教育的主要形式，必須要有長遠打算。比如：義務

教育階段小學和初中的銜接問題。小學畢業後，隨班就讀學生向何處去？是對口就近升入初

中，還是送往附近的盲校；初中畢業後是升入普通高中，還是進盲校高中或中專；甚至于高

中畢業是升入特教學院還是普通高校等，都必須超前思考研究，進行科學合理的教育安置，

滿足視障兒童少年乃至青年的升學需求。 

（3）資源中心應對全省實行視障兒童少年隨班就讀有通盤考慮。 

南京盲校作爲具有八十年視障教育的特教學校，理所應當地爲全省推進視障兒童少年隨

班就讀，普及視障兒童少年義務教育做出貢獻。一方面要做好教育功能拓展的精神和物質上

的準備，另一方面也要提高自身作爲隨班就讀指導教師的能力和水平，以迎接全省視障兒童

少年隨班就讀工作的挑戰。 

（4）必須有人員和經費的保障。 

無論是提供資源，還是進行師資培訓，以及巡迴輔導，都將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

力，假若沒有必要的保障，工作將會受到影響，甚至停滯。 

二、視障兒童的早期干預 

（一）開拓創新項目領域 

爲了體現融合教育的理念，經過不斷的學習、實踐、努力，本資源中心對項目內的兒童



進行了三種教育安置方式。第一種是以家長爲主的家庭早期教育。前後接待家長來電、來人

28 人次，巡訪視障兒童 45 人次。隨著工作的深入開展，部分兒童更加適合于在幼兒園中接

受系統、正規、科學化的教育。第二種教育模式是視障兒童幼兒園。當前在我校附設幼兒園

學習的學生人數有 6 人。第三種是嬰幼兒融合早期教育模式。這種教育模式是讓視障嬰幼兒

直接到普通幼兒園入學，從小享受引領特殊教育的“全納性教育”，與普通兒童一起接受系

統、正規的幼兒教育，現有 4 人采用這種模式。 

（二）參加學習，組織培訓 

2008 年 5 月參加了兩外教關于視障兒童早期干預的專業培訓。 在此基礎上于 4 月、6

月、11 月分別進行了親子活動與家長培訓相結合的教育活動。 

4 月我們邀請美國專家來校給老師做培訓。 

6 月我們給項目內的家長做個相關的培訓，幷且在校感統訓練室組織了親子活動。 

11 月我們給項目內的家長做了第二次家長培訓，同時我們還邀請了項目外，但是很願

意參加培訓的一個鎮江的家長，活動效果非常好，獲得了家長的好評，在第 2 天我們開展了

親子活動。 

（三）開展 ECCE 項目兒童評估工作，制定、實施個別化輔導計劃。 

ECCE 項目組教師在經過外教、專家等專業培訓之後，對 13 名 ECCE 項目兒童進行 Oregen

量表評估，幷在此基礎上制定了個別化輔導計劃，通過走訪 ECCE 項目兒童家庭、親子活動

方式實施個別化輔導。 現中心內的 13 名幼兒出了 3 名年齡未到入學年齡外，其餘的都在普

通幼兒園接受教育。我們還將不斷擴大視障兒童的活動中心，幷豐富相應的康復器材，提供

各種視障兒童多方面能力培養的訓練設備。 

對于 ECCE 項目我們不僅僅停留于開展項目，而進一步把它深化，提高到教科研的層面，

我校的老師也不斷總結自己的經驗，由徐海英老師撰寫的視障兒童的《視障兒童早期關懷與

教育的現狀分析》獲全國第三届現代特殊教育論文大賽一等獎，趙雪梅老師撰寫的《視障兒

童早期融合教育---談盲童隨園就讀工作的開展》獲全國第三届現代特殊教育論文大賽二等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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