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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盲人医师考上美国博士

被美国南加州大学健康医学院录取

南都讯 6月 28 日，盲人医师杨洋将带着妻儿，飞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健康医学院，攻读医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内地第一个通过托福考到海外留

学的盲人医学博士生。

15 岁失明辍学

1974 年，杨洋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

可一上小学，他的视力就开始下降，到医院检查，也没发现问题。戴上眼镜，杨洋的视力还是不停下降，眼前越来越黯淡，只能借助两侧的光亮识

别物体。

医生的结论是：视网膜黄斑病变，医学上无法治疗，等待杨洋的将是失明。妈妈带着他走遍各大眼科医院，求医救治，但病情毫无起色。15 岁那年，

正读初二的杨洋失明辍学。两年后，他来到父亲所在的营口市水利设计院打工。

“听出”大专文凭

水利设计院有不少工程师。他们鼓励他，有机会应到盲校去读书。当时，青岛残联试办了全国第一家盲人高中。每天，妈妈和爸爸给杨洋念课本。

三个月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青岛盲人高中。

高中的课程难，尤其是立体几何、平面解析几何。妈妈还是给杨洋念课本，可有时，不管怎么念，他还是理解、掌握不了。有一次，他实在受不了，

躺在公园里放声大哭。不过，高二那年，他参加高考，考入长春中医学院的针灸推拿专业大专班。

半年学会上网

1999 年，毕业后，杨洋随父母来到深圳罗湖。

最初，他在火车站附近一家中医推拿诊所打工。随后，经人介绍，杨洋又来到罗湖区管理中心大厦医务室上班。工作之余，杨洋开始学习用电脑。

光是认键盘上的字母，他就花了 20 多天；3个月后，他才会用电脑；半年后，他才懂得上网。

他花了半个多月的工资，购买了盲人学校老师介绍的一款读屏软件帮助学习。2003 年，杨洋考入北京联合大学开办的专门针对残疾人的本科针灸推

拿专业。2007 年，杨洋毕业，进入罗湖中医院康复推拿科工作。



拿专业。2007 年，杨洋毕业，进入罗湖中医院康复推拿科工作。

学英语考托福

本科毕业后，杨洋还想读研究生。

但他问遍全国高校，都没有针对盲人的研究生考试和课程。杨洋通过网站，了解到美国有几所大学的整脊专业，愿招收盲人攻读博士学位。

要报考美国大学，必须通过托福。于是，杨洋开始学英语。每晚 9点后，他才开始用电脑学习英语，一直学到凌晨 1点。早上 6点 20 分起床，游

泳后直接去上班。中午大家休息，他也用来学习英语。时间一天天过去，新概念英语等多套教材，他每本都能背下来。

考上美国博士

去年 2月，他联系了美国托福中心。国内没有机构提供盲人托福考试。美国托福中心帮他联系在香港考试局考试。

去年 7月，在香港考试局，杨洋戴着耳机，显示器对着主考官。工作人员在旁边读，他听完问题答案后，通过电脑键盘选择。听、说、读、写四项

总分 120 分，杨洋得了 97 分，顺利通过。

去年底，他申请了 4家美国大学，通过视屏面试，提交学术文章，并最终收到了美国西部生命整脊医学院和南加州大学健康医学院两所大学的博士

生录取通知书。他选择了南加州大学健康医学院。

采写：南都记者 陈思福 通讯员 杨然

整合：陈实

深圳地区读者详见 AⅡ叠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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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岁盲人医师考取美国医学博士

将于 6月 28 日携妻儿赴美，但面临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

姓名：杨洋

籍贯：辽宁营口

年龄：40 岁

职业：罗湖中医院康复分院推拿科医师

6月 6日，40 岁的罗湖中医院康复分院推拿科盲人医师杨洋，回到辽宁营口老家，向亲戚道别，因为这个月 28 日，他就要带着妻儿，飞往美国攻

读加州西式整脊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作为一个盲人，在无边的黑暗中，杨洋是怎样学习的？他又是如何通过托福考试取得留学资格的呢？在同事的

眼中，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7岁视力下降 15 岁失明

1974 年，杨洋在营口出生。7岁那年，杨洋成了一名小学生，然而，也从那一年开始，他的视力开始下降，妈妈带他到医院做了眼底等检查，未

发现问题。

后来，部队军医到营口对新招飞行员进行体检，妈妈请部队眼科医生为杨洋再次做了检查，医生给出的结论是：视网膜黄斑病变，医学上无法治

疗，等待孩子的将是失明。

随后，妈妈带着他走遍天津、北京等各大眼科医院，借债遍求名医救治，但病情毫无起色，黄斑病变一天天侵蚀着他的视力。1989 年，杨洋失明

辍学了。两年后，他来到父亲所在的营口市水利设计院打工。勘探机从地下取出各样样品，他负责把样品打包封好。

听父母轮流念书 通过高考

杨洋说，水利设计院有不少工程师，不断地鼓励他，如果有机会，应当到盲校去读书。之后，杨洋和家人了解到，青岛残联试办了全国第一家盲

人高中。只读过初二课程的杨洋，决定学习盲文去报考。他起初主要用耳朵学习。父母每天分别在上午和晚上给他念课本，复习初一、初二的课程，



学习初三的课程，一页一页地念，一科一科地学到深夜一两点。

杨洋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学完了初三一年的课程，并在随后的考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青岛盲人高中。高中的课程难度明显增加，要学

习立体几何、平面解析几何，有时不管妈妈怎么念，自己怎么也理解、掌握不了，这是最让他崩溃的时刻。有一次，他实在受不了，躺在公园里放声

大哭。

在高二那一年，他参加了高考，一举考入长春中医学院针灸推拿专业大专班。

买读屏软件 花 6个月学会上网

1999 年，顺利完成学业的杨洋随父母来到深圳罗湖区。最初，杨洋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中医推拿诊所打工。2000 年，经人介绍，杨洋来到罗湖区

管理中心大厦医务室上班。

在平常人看来，上网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但是杨洋却用了将近 6个月的时间，才学会，同时，互联网也给他打开了一扇学习之窗。

“当时老师告诉我说，有一款叫做读屏软件，只要装在电脑里，就能将平时显示在屏幕上的内容用语音的方式读出来，这样盲人也就可以通过电脑

学习了。”杨洋说，2000 年的时候，他坚持在盲人学校上学，老师给他介绍这款软件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就买了。杨洋说，“单认键盘上的每个字母，

我就花了 20 多天，才彻底把键盘摸熟，上网学了三个多月，大概 6个月，才会用电脑上网。”他说。

2003 年，北京联合大学在全国首次招收专门针对残疾人的本科专业，杨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针灸推拿专业，2007 年 1 月，杨洋本科毕业，进入罗

湖中医院康复分院推拿科工作。

通过托福考试 获两所美国大学录取

杨洋表示，本科毕业后，他就一直想读研究生，但是，他问遍了全国的高校，都没有针对盲人的研究生考试。

“我们盲人对读书的渴望，是平常人难以理解的。”杨洋说。之后自己通过网站，了解到美国有几所大学的整脊专业，愿意招收盲人攻读博士学位，

因为要报考美国大学，必须通过托福开始，于是，他开始学英语。

杨洋表示，下班回到家吃饭后，他都会辅导小孩学习，9点后，他就开始用电脑学习英语，每晚都要学到凌晨 1点，而他早上 6点 20 分就起床，

到罗湖体育馆游泳后就直接走路到单位上班，中午休息时，他又背诵《新概念英语》等教材。

“我去年 2月份联系美国托福中心提出考试要求，美国托福中心最后确定可以在香港考试局考试。”杨洋说，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去年 7月份，他

在香港考试局参加了托福考试。



考试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杨洋戴上耳机，在电脑上灵活地操作着键盘，显示器则对着主考官，笔试的时候，工作人员在旁边读，他听完问题

答案后进行选择。听、说、读、写四项考试总分 120 分，杨洋得了 97 分，顺利通过考试。

“总共面试了 4家大学，最终美国西部生命整脊医学院和南加州大学健康医学院两所大学给我寄来了录取通知书。”杨洋说，取得托福考试成绩后，

去年底，他开始向 4所美国大学提出申请，每所大学通过视屏，都进行了好几轮的面试，同时提交了自己的学术文章，有两所大学表示不录取他是因

为无法提供辅助学习设备。

面临难题 每年学费近 3万美元

今年 3月份，杨洋陆续收到了美国两所大学的博士生录取通知，一所位于洛杉矶，一所位于加州。欣喜之余，又一个难题向杨洋扑来。一个盲人，

到遥远的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是根本无法生活的，更不用说完成学业了。

几经思索，杨洋决定带上家人一起去留学，并选择了公交系统较发达的南加州大学健康医学院，签证办理出奇地顺利，6月 28 日，他就要飞往美

国，攻读博士学位。但是，每年仅学费就要将近 3万美元，虽然家人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但 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仍然是一个无法承受的数字。

他人眼中的杨洋

同事：大家休息时他就在学习

罗湖中医院康复分院副主任医生秦标和杨洋同在推拿理疗科共事已有两年，“他悟性特别好，一说他就懂，而且做得很到位，患者都很认同的。杨

洋基本不会浪费时间，大家在休息的时候，他就在那学习。”秦标说。

据秦标介绍，因为杨洋眼睛看不到，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他给患者看完病，需要推拿治疗的时候，就由杨洋来负责，两人分工合作，杨洋也特别能

领会到医生的意图，需要按哪里，多大的力度，这些只要一说他就知道，有时候告诉他一个新技术，告诉他一下，他自己到网上去搜，很快就学会了，

也深得患者的认同，昨天，正在治疗的张女士就表示：“虽然只请他治疗过一次，但感觉挺好的，按得很到位、很专业，跟秦主任有得比。”

学生：太强大了真是我的偶像

惠州卫校的学生赖汝璇到康复分院实习，分在推拿科，杨洋算是她的老师，虽然认识只有十来天，用她的话说，“他太厉害了，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本来正常人，学习都会有一些惰性，可是我每次看他在电脑上学习的样子，比别人都要认真，感觉自己都做不到，而很多像杨老师一样的人，可

能会觉得自卑，但是他并没有，反而很阳光，还给我们讲笑话，真的很佩服。”赖汝璇说，每次杨老师给病人做完治疗后，患者都很认可，说他按得很

舒服。

南都记者 陈思福 通讯员 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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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楼加装电梯 楼楼有本难念的经

南都记者走访发现旧楼加装电梯多遇阻，主因是资金来源难协商

《一家 PK19 家 违建电梯仍在建》追踪

罗湖新港鸿花园某栋的业主集体出资准备加建电梯，但有一家业主坚决反对。(详见南都昨日 AⅡ04 版)。昨日，新港鸿花园电梯违建事件继续升级，

尽管违建的事实摆上台面，尽管违建通知书也已开出，但南都记者昨日走访发现，违建的电梯依然出现挖坑施工的情况。而南都记者随后在福华新村、

莲花北村小区等地走访发现，尽管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呼声甚高，但反对的声音也不绝如缕。

昨日下午，南都记者再次来到罗湖区新港鸿花园 11 栋北侧，这个被罗湖区规划土地监察局翠竹规划土地监察中队明确定性为违建的电梯，依然出

现有人在挖坑施工的情况。作为反对方的林兴陆也一脸无奈，他表示也已经无能为力。

昨日南都记者致电翠竹规划土地监察中队，但对方回复称，负责此次投诉的中队长吴某不在，具体情况并不清楚。而截至下午 5点，执法人员并未

出现在现场制止施工。

走访中，有居民认为，违建电梯之所以能这样建起来，关键还在于有前车之鉴。随后，南都记者在该小区走访发现，小区内经过业主协商后，自己

筹钱加建电梯的楼层已经有 5栋，分别散落在小区内的不同角落。知情人透露，这些加建起来的电梯，因为是业主的集体同意，所以先斩后奏，建了之

后遇到有人来查，才补办相关手续。

1 福华新村 过半业主反对加装电梯

实际上，对于旧楼加装电梯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不少早期购买物业的业主。早在 2006 年，深圳市物管研究所受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委托，曾

对旧楼加装电梯进行专项调查，并于当年底形成《深圳市老旧住宅区加装电梯及配套设施综合改造可行性及政策研究报告》提交上报。不过，由于调研

结果分歧太大，该报告被研究者认为不可行。

福田区福华新村是当年被纳入重点调查的小区之一，该小区属于政府微福利房，于 1992 年入伙，其中，7层高无电梯的多层住宅楼有 45 栋。在该

小区业主刘先生看来，加装电梯的困难不在技术问题和政府审批问题，而在于业主改造意愿不统一。

据介绍，调查团队当时在该小区调查得到的结果为：28.9%的居民赞同加装电梯，这部分居民大多是住在 5层以上的老人；14%的居民基本赞同；反

对的占 57.1%，原因有很多，归根结底还是费用问题。



对的占 57.1%，原因有很多，归根结底还是费用问题。

“装电梯要花很多钱，费用谁出？后期保养和维护是否会导致物管费上调？这些问题没搞清楚前，我是不会同意装电梯的。”时隔 8年，该小区多位

持反对意见的业主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居民王先生说，他住在 5楼，因身强力壮，每天爬楼梯在他看来可以健身，同栋楼 7楼的退休老人林阿姨则抱

怨爬楼梯最怕摔跤。

“资金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后面的工作根本没办法开展。”时任福华新村管理处负责人的朱先生称，即便政府愿意补贴，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大头还

是要业主分摊。深圳多家物管企业负责人坦言，但凡涉及到额外交费，大部分业主都有抵触情绪，实施起来难度相当大。

加装电梯的费用如果由业主分摊，每户大约要交多少钱？罗湖一个小区的管理处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该小区多层住宅为例，总共 8层，一

梯两户，一栋单位楼共有 16 户，安装每部电梯的费用至少要 10 多万元，平均算下来每户要交 1万元左右。

“即使装了电梯，业主是否愿意为后续管理费上调埋单，这也是个问题。”该负责人称。

2 莲花北村小区 反对动用财政一分钱

福田区莲花北村小区，是 1996 年建成的老房子。这些老房子都是 7、8 层高，建造时均没有加装电梯。而关于加装电梯的话题，从 2012 年起便开

始不停争议。住在高层的想装，但低层的则不愿意摊钱，也有人担心加装电梯破坏建筑结构而造成安全隐患。

南都记者日前采访过莲花北村 9栋三单元 7楼的龙阿姨，因子女白天在公司上班早出晚归，白天只有她和 75 岁的老伴在家，生活极其不方便，因

此迫切地希望加装电梯。

10 栋 6 楼 80 多岁的田阿姨也表示，每天都得走楼梯出去买菜或者散步，非常吃力。现在腿脚已经不如当年灵便了，虽然子女已经决定将她接到有

电梯的房子里一起居住，“但是小区里还有很多老人家，腿脚不方便确实盼望着安装电梯”，田阿姨说。

然而，小区里的秦小姐则表示，不反对旧楼加装电梯，但坚决反对动用财政一分钱。“这些没安装电梯的老小区，不少都是政府的福利房或者安居

房，也就是说旧楼业主已经得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利益，如果现在还要拿财政资金来为他们安装电梯谋福利的话，那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统筹：南都记者 周伟涵 采写：南都记者 叶淑萍 邵凡凡 周伟涵 梅云霞 摄影：南都记者 赵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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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低碳“烤”验调查①

低碳日 有些部门空调风仍“呼呼”吹

在低碳日体验能源紧缺，深圳大部分公共机构昨日经历了没有空调的一天。6月 10 日是全国低碳日，为响应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统一要求，深圳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也发文通知各区、市直各单位停开空调一天。昨日，南都记者现场走访发现，虽然大部分政府机关办公楼已停开空调，但仍有部分机

关单位空调照开。根据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日前发布统一要求，将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定于 6月 8日至 14 日。

昨日，南都记者现场走访发现，未关空调的政府机关包括福田区、南山区、罗湖区。事实上，低碳体验日只有一天，要真正实现节约型社会的目标，

重要的是在理念上认同低碳节能，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践行低碳生活方式。

福田区委

行政大厅空调大开 部分人穿西装外套

现场

上午 10 时左右，天气并不是十分炎热，偶尔也有凉风吹来，南都记者前往福田区行政服务大厅，在门口已感受到空调带来的阵阵凉意。进入大厅等

候区，约 10 分钟就已经全身降温，并感受到冷，在窗口办公的值班工作人员，部分人还穿上西装外套。

10 时 30 分，南都记者前往福田区委机关大楼，在 2楼入门处就设置有低碳减排的宣传，大楼内的温度与行政服务大厅相比，要高一点，人体感受

也稍微舒服一点。而记者走访的办公室看到，办公室入门处设置空调分控开关，一旁张贴了温馨提示，“请将空调温度调到 26℃，离开时请随手关灯和

关闭空调”。在南都记者走访过程中，机关大楼的公共区域走廊和电梯间，日光灯一直处于亮状态，而安全出口的楼梯通道则是采取智能控制。

声音

福田区节能减排工作小组工作人员庞勤称，昨日福田区大楼和行政服务大厅也没有进行停空调和公共区域关灯的行动，“区委曾尝试能源紧缺体验活

动，将大楼的空调关闭，但是工作人员反响大，也有不少投诉，因此体验活动不得不中断”。

不过，庞勤介绍，2011 年开始福田区采取合同能源管理，“上午 9时上班，空调在 8时 30 分开两台主机，9时开两台，10 时主机全开，温度总控在

26 摄氏度，而下午 6时下班，5时 30 分就开始逐步关空调主机。”庞勤介绍，这是区委办公楼日常采取的节能办法，而中午期间走廊的灯也会关闭，有

工作人员巡查。



南山区委

有些楼层未关闭空调

现场

昨日上午，南都记者来到南山区政府了解低碳日节能环保活动，不过在南都记者走访的 9楼、11 楼和 18 楼均没有发现任何停闭了空调的迹象，一

些办公室内空无一人，但空调和灯仍然开着。

南山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位于 11 楼，在 1118 生态科、宣教中心办公室，办公人员告诉南都记者，他们确实接到了上级关于低碳日节能环保关空调

等方面的倡议，不过这一要求并非强制性的，而且南山区政府办公楼使用的是统一的中央空调，如果要关的话，应当由机关事务局统一安排计划。南都

记者昨日联系南山区政府机关事务局办公室，对方称这些事务由行政科负责，不过记者于昨天在上班时间联系行政科，电话均无人接听。

声音

南山区政府此前对外发布了节能工作成果，称 2013 年完成全区节能改造总面积 27 万平方米，据统计，南山区政府的节能工作更多采用了投入和技

术更新，比如对大楼低楼层进行无负压供水改造，展示称“改造成本 2万元，改造后每月省电 2200 度”，还有如区委大楼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主要是将

照明更换为高校 LED 照明等照明系统改造，总投入 270 万元，年节约电费 68.6 万。

罗湖区管理中心

建成时间早 担心市民办事闷热

现场

昨天上午 11 点许，记者来到罗湖区管理中心大厦，走访了 4、6、15 楼，发现每个楼层都开着空调，不过并未感到很凉爽，6楼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整个大厦都是中央空调，所以只要开，整栋楼的空调都是开的，而在一楼的行政服务大厅，有不少市民正在办理业务，市民王女士听说当天建议停开空

调后，想了想说“这么热天气，这么多人在这里办事，不开空调那不得热死。”

声音

罗湖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主任陈晓军表示，罗湖管理中心大厦建成时间比较早，除了各个部门的办公室外，行政服务大厅等对外的服务窗口也

都在这栋楼里面，每天都有很多市民前来办事，昨天天气又特别热，担心市民会过于闷热，而大厦用的是中央空调，受条件所限，无法单独关闭办公区

域的空调，所以才未关空调，“但我们严格控制在 26℃”。陈晓军说。

陈晓军表示，为了节能减排，罗湖管理中心大厦的灯具，基本上换成了节能灯，而且减少了灯的亮度。前天，还在大厦内进行节能减排的宣传，接

下来，还将和相关部门一起，在社区和学校等地方，开展节能减排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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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频道报道 有市民投诉说，沙湾河的新秀河段。臭气熏天，都是源于一个排污口。市民投诉的排水口位于罗湖水产批发市

场的正下方，自半个月前这个排水口开启后就不断的排出生活污水。最近天气热的时候，附近居民就根本不敢开窗。因为污水口排出来

的污水散发出来一股恶臭。而且每天退潮后污水口的下方也显现出来不少的垃圾。据了解这一段的沙湾河，也是深圳水库的排洪渠。顺

流再往下就是汇入深港的深圳河。而且整条河道就这一个排污口，也就是这一个排污口，污染整条河。罗湖区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开启这个排污口也是无耐之举，因为附近的排污管道老化堵塞，为了避免发生地陷灾害，只能把污水直接排如河，水务集团也正在积极

抢修这个地区的排污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