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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特殊教育

给失明者带来光明
为视障者创造福祉

———记香港著名视障教育家、太平绅士陈梁悦明女士

● 孙家文 季 瑾 马建强

一、以一颗善良的心，成就了对视障人群的爱

1946 年农历九月，陈梁悦明出生在香港九龙深

水埗汝州街的一个梁姓普通家庭里。前一年“二战”结
束，梁家人给她起名为“悦明”，意为喜逢光明。她没辜

负家人的良好期望，一生向往光明，成了盲人的“光明

使者”。
陈梁悦明的童年是快乐的，也是清寒的，虽为父

母掌上明珠，但因家境贫困几度辍学。然而正如同乡前

辈梁启超所说：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府。她

自幼经历清贫困苦，耳濡目染低层市民生活艰辛，更加

懂得善良、同情、理解、帮助、仁爱的意义与价值，更加

懂得相助别人是件多么美好的事啊！

陈梁悦明初中辍学两年后，又进入私立仁信英文

书院读中学。5 年里，她年年考第一，年年操行 A。1967
年高中毕业，考入九龙华商会计学院会计文秘专业，获

得初级、中级和高级会计文凭。1969 年 8 月毕业，到香

港美国投资公司担任营业经理秘书。1971 年 3 月与陈

树德结婚，改名为陈梁悦明。她不满足于轻松闲适的秘

书工作，想找一份可以实现更多人生价值、可以帮助更

多有需要的人的工作。此时香港盲人辅导会需要聘请

一位秘书，陈梁悦明觉得为盲人服务，可以帮助残疾

人，自己很适合，便决定去应聘。
香港盲人辅导会，是英国皇家盲人协会派员于

1956 年在香港成立的一家政府资助的慈善志愿机构，

陈梁悦明在应聘前备足了功课，应聘时给面考官留下

了极好印象，第二天便被聘用。
二、衷心服务盲人辅导会，开创视障事业新局面

陈梁悦明在辅导会服务的第一个岗位是辅导会秘

书长秘书，时任秘书长是一位来自英国的罗素莲·艾维

森女士。第一次见面，便对陈梁悦明出色的英语口语赞

人物小传

陈梁悦明，香港太平绅士。1946 年生于香港。少年时代

家境贫寒，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读完中学。后就读九龙华商

会计学院会计文秘专业。 1973 年考入香港盲人辅 导 会，

1981 年被保送到加拿大国家盲人研究所学习盲人康复服

务管理培训课程。 1986 年于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学系毕业，
获得了香港管理专业协会人事管理文凭。 陈梁悦明毕生服

务视障事业，历任香港盲人辅导会秘书、总干事助理、助理

总干事、副总干事、行政总裁，曾兼任亚洲防盲基金会行政

总裁、世界盲人联盟亚太区主席、国际视障教育学会司库等

要职。 2008 年荣退，创办香港盲人体育会，出任亚洲防盲基

金会副会长、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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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幼经历清贫困苦，耳濡目染低层市民生活艰辛，更加懂得善良、同情、理解、帮助、仁爱的意义与价

值，更加懂得相助别人是件多么美好的事啊！

叹不已。陈梁悦明精通两文三语（中文、英文和英语、粤
语、普通话），艾维森对香港情况不熟悉，许多工作离不

开陈梁悦明的协助。而陈梁悦明全心全意协助她，很快

成为她的得力助手。陈梁悦明不断努力学习与工作，以

提升自己的学识和能力。1976 年 8 月，艾维森女士结

束任期回英国，她对陈梁悦明的工作非常满意，给予了

高度评价。
后来，德国的施同福先生继任了秘书长（后改称

总干事）工作，他热情、有魄力、做事雷厉风行、工作精

益求精、性格直率急躁。但他的所有工作也离不开秘

书陈梁悦明。施同福先生对下属极其苛刻，几乎批评

过辅导会的每一位员工，有一次陈梁悦明因身体不舒

服而无法加班写好会议记录稿，施同福因此对陈梁悦

明大动肝火，大声粗暴训斥，让陈梁悦明感到无比委

屈与失望，她想到了辞职。但家人的及时开导和分析，

加之她难以舍弃视障事业和需要帮助的盲人朋友，陈

梁悦明强忍伤心与难过，连夜加班赶好会议记录稿，

第二天一早交给了施同福先生。通过这件事，陈梁悦

明一面反思自己的不足，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一面

也积极主动学习施同福的德国人做事优点，学会理解

包容接纳。在施同福领导香港盲人辅导会期间，陈梁

悦明的个人业务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1976 年她被

升职为总干事助理，1980 年又升职为助理总干事。每

一次升职，既是施同福和辅导会对她工作成绩的肯

定，更是对她工作的更新要求。1984 年，陈梁悦明被

提升为副总干事，全权负责辅导会内部行政事务和筹

建辅导会总部大楼和综合服务中心工作。1987 年 5
月施同福先生病逝，陈梁悦明正式任职总干事（2003
年改称为行政总裁）。短短 10 多年时间，施同福用他

德国式的严谨，把陈梁悦明打造成了既被政府认可、
又被香港盲人朋友拥护的香港辅导会领军人物。多年

后，陈梁悦明深情地说：“施同福先生工作敬业，能力

也很强，是我事业上的启蒙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

很多东西……”
陈梁悦明接任总干事以后，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下，经过辅导会的自身努力，各项工作更上了一个新

台阶。2000 年落成的辅导会总部大楼，地面 8 层地下 3
层，眼科手术、复康中心、职业发展及支援中心、行政

部、小礼堂等一应俱全，辅导会工作部门增至 20 多个，

职员增加到 520 多名，基本实现了香港盲人辅导会的

承诺：以最新知识、最高道德及专业标准，采用适合的

技术和仪器，提供对视障人士的服务；将服务对象的福

祉放在首位，以诚恳、适时和有效的态度接待每一位服

务对象；积极推动社区为视障人士提供平等参与机会

和持续的优质服务，满足视障人士的需要，使香港 12
万视障人士幼有所教、壮有所为、老有所养、智有所用，

成为残而不废、自食其力的社会公民。在业务方面，辅

导会提供了全面周到的康复与教育、就业等多方位服

务，从视障检查、诊断、治疗、康复，到辅助视障人士学

习点字盲文、定向行走、职业培训，再到开设视障儿童

家长资源中心、协助提升视障教育水平、开发视障儿童

潜能，再到帮助视障人士争取住房福利、增强工作技

能、参加社交康乐、促进平等参与共享。
陈梁悦明也是第一位把中国内地的盲人按摩引进

香港、推向亚太及全世界的香港人。1988 年 3 月陈梁

悦明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残联成立大会，会议期间参

观了北京盲人按摩医院，陈梁悦明马上想到了面临失

业的香港盲人，当即决定在香港开设盲人按摩培训班。
邓朴方听说后，表示中国残联一定选派最优秀的盲人

按摩师协助她开设培训。1989 年香港第一届盲人按摩

师培训班开班，1991 年第一批盲人学员 18 人学成毕

业。辅导会及时成立盲人按摩保健治疗中心，接纳 18
人上岗开业。1990 年在她的倡导建议下，世界盲人按

摩联盟亚太区主席同意在亚太地区推广盲人按摩技

术。1991 年 4 月她成功组织举办了在西安的首届亚太

地区按摩研讨会，旨在让视障人士通过交流各国各地

按摩技术，分享更多更好的就业技能与就业机会，促进

和推动盲人按摩事业加快发展。此次研讨会后，中国盲

人按摩师、香港盲人按摩师开始名扬世界，并在世界盲

人按摩事业中确立了主导地位。2000 年世界盲联主席

同意成立世界盲联亚太区按摩委员会，并推举陈梁悦

明担任创会主席。2004 年世界盲人联盟亚太区第 7 届

按摩研讨会在香港召开，会议主题是“按摩———综合性

治疗趋势”，为加强按摩技术标准化建设、为视障按摩

师争取医学专业认同赢得了社会共识与理论支持。经

过陈梁悦明的持续努力，中国盲人按摩赢得了职业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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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与专业认可，大大拓展了视障人士就业渠道，更为中

国盲人按摩师乃至世界盲人按摩师平等参与就业、自
强实现人生价值、自主创造幸福获取权益开辟了道路。
为表彰她身体力行服务于视障人士的精神，香港红十字

会与香港电台将“香港人道奖 2014”颁给了陈梁悦明。
三、聚力助推内地视障事业，乐做造福盲人的“光

明使者”

广州的盲人教育始于 1881 年，但 1967 至 1987 年

间停办。后来广州市政府决定重建盲校。陈梁悦明获知

后非常兴奋，希望早日建成高标准高水平的盲校。她主

动与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市盲校筹建组联系，表示“要

让新建的广州盲校成为中国南方一所模范盲校”，并竭

尽全力在资金设备、设施器材、师资培训等方面给予支

持。陈梁悦明说到做到，雷厉风行。话音刚落，便邀请英

联邦盲人协会教育顾问施惠和先生到盲校新校址考

察。盲校筹建资金缺口较大，陈梁悦明动用自己的人脉

资源，发动社会募资；盲校学生住校缺少生活费、活动

费，陈梁悦明自己捐赠；教学师资严重缺乏，陈梁悦明

邀请组织新任教师到香港学习培训，安排香港心光盲

校老师上门指导服务。在陈梁悦明的带动与鼓励下，施

惠和先生更是为广州盲校提供了大量资金设备，贡献

了宝贵的办学经验。1989 年 8 月 28 日，广州市盲童学

校建成，在学校落成典礼上，陈梁悦明受邀为学校揭

牌，并发表致辞。因陈梁悦明对广州盲校所作的贡献，

广州市盲校礼聘陈梁悦明为“办学顾问”，广州市政府

授予她“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
青岛盲校也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的老校，1993 年

受国家教委与中国残联委托，试办全国第一个盲人普

通高中班。陈梁悦明获知这一信息后，觉得盲校试办普

通高中班将填补内地盲人高中的空白，破除盲生上大

学的障碍，标志着中国盲教育再上新台阶。她决定要尽

力支持办好盲人高中。她先后募集资金捐赠德国生产

的盲文刻印机、美国生产的盲文打字机、电子助视器、
热塑盲人复印机等盲人高中班急需的设备。青岛教育

局感谢陈梁悦明的助学义举，特聘她为“青岛盲校名誉

校长”。此后，她只要到内地一定会来学校看望学生，帮

助解决办学困难。她为学校 60 多名低视力学生检查视

力，配置光学助视器，捐赠了一辆校车，资助一对盲人

姐妹做了角膜移植手术让她们重见光明，邀请多位香

港眼科专家到学校为教师进行眼病防治讲座，聘请美

国盲用电脑专家开办盲校电脑教师培训班。
1996 年至 2006 年期间，陈梁悦明筹集巨资先后

资助广西、贵州、江苏、吉林、山东等建立盲人教育资

源中心，资助上海盲校开办高中钢琴调律班，资助举

办多届全国科技复明专业技术培训班。陈梁悦明投入

巨资助建盲校、改善优化盲校设施设备、培训盲校师

资、创建视障教育资源中心、支持盲童随班就读、组织

编写出版《视障教育丛书》，助资提升内地盲文出版水

平、举办盲人定向行走师资培训，邀请内地视障教育

工作者到香港、到国外参加学术交流、参观考察、进行

专业培训。
此外，陈梁悦明还持之以恒募集巨资，在中国残联

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协助下，开展了“复明扶贫”工
程，创造性地设计、定制 26 辆“复明号”白内障流动眼

科手术车，惠及内地 21 个省（市、自治区）数以万计的

白内障患者，为贫困患者节约手术费 5000 多万元。
2008 年，带领香港盲人辅导会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的陈梁悦明从行政总裁的岗位上荣退。但她退而不休、
情系视障、爱在盲人。她知道盲人朋友行动不便，好静

不好动，与体育无缘，严重妨碍身心健康，容易肌体萎

缩、体能缺乏，也会自我封闭，缺少社交，缺乏生活信心

与人生快乐。为让盲人朋友“平等参与、体育共享”，陈

梁悦明发起创立香港盲人体育会并出任行政总裁。开

创了盲人的游泳、马拉松、保龄球、高尔夫、水上活动等

体育活动。
关注内地视障事业发展，关心所有盲人的福祉，仍

是陈梁悦明的情结所在。正如一位诗人为其赋诗所言：

“霜落醉枫林，腊梅风雪赤。夕阳正红时，老骥志千里。”
这就是陈梁悦明女士高贵精神的写照。

此文写作参考了金惟瑾、 曹正礼所著的 《光明使

者———香港太平绅士陈梁悦明传略》，特此致谢！ 本文

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5 年度课题“中国

近代以来特殊教育课程的历史嬗变与沿革”的成果，课

题号：B-b/2015/01/185。
（作者单位：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中国特殊教育

博物馆，2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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