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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交往常识ABC

礼节与礼貌是一封通向四方的推荐信。礼仪不仅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

的外在表现，也是人际交往的一种艺术。为了更好地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供

服务，奥运会志愿者不仅要具有良好的仪表仪态，而且还要了解一些与人交往

的礼仪常识，做到知礼、懂礼、习礼、达礼。

一、与人交往的守则

与人交往的守则是人际交往中应遵从的指导原则，是保证行礼如仪的基

本条件。奥运会志愿者只有掌握这些基本的礼仪守则，才能在奥运会志愿服务

中举重若轻，应对自如。

1. 注重形象

奥运会志愿者是北京奥运会和中国的

形象代言人。因而志愿者在与人交往时不

仅要衣着得体，举止文明，言谈文雅，而且

还要有良好的精神风貌。

2. 不卑不亢

不卑不亢要求奥运会志愿者应该充分

相信自己的能力与实力，在交往中做到从

容而不拘谨，大方而不莽撞，自信而不狂

傲，充分展现自己作为中国人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

3. 尊敬他人

“礼者，敬人也。”奥运会志愿者在交往中，与交往对象要互谦互让，互尊互

敬，友好相待，和睦共处。不可伤害对方的尊严，更不能侮辱对方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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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解宽容

世界是多样性的，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这就

要求志愿者在与外国友人交往中互相理解，求同存异。既要承认差异，又要坚

持惯例；既要严于律己，又要宽以待人。

5. 尊重隐私

在国际交往中，人们普遍讲究尊重个人隐私。奥运会志愿者在与国外友人

交往中应避免涉及年龄、收入、婚恋、信仰与政见等个人隐私问题。

6. 以诚待人

奥运会志愿者在人际交往中，应该待人以诚，

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只有如此，志愿者所表达的

对服务对象的尊敬与友好，才会更好地被对方所理

解和接受。

7. 热情适度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奥运会志愿者在

热情接待各方友人，尽地主之谊的同时，也要把握

好待人热情友好的分寸，应该做到：

举止有度——不超过对方能接受的行为限度。

距离有度——不超过对方习惯的交流距离。

关心有度——不超过对方交流的话题范围。

8. 女士优先

男士在社交活动中，要尽一切可能去尊重女士、体谅女士、帮助女士、照顾

女士，主动替女士排忧解难。

二、保持优雅的仪态

培根说：“行为举止是心灵的外衣。”优雅的仪态是一种极富魅力和感染力

的美，是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的良好的气质与风度。仪态主要包括坐姿、站姿、

走姿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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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坐姿

坐姿文雅端庄，不仅给人以沉着、稳重、冷静的感觉，

而且也是展现自己气质与风范的重要形式。

良好的坐姿应当是：

• 入座时，应以轻盈和缓的步履，从容自如地走到座

位前，然后轻而稳地从左侧入座，并将右脚与左脚并排自

然摆放。女士入座时，若着裙装，应将裙子稍微拢一下。

• 落座后，立腰、挺胸，上体自然挺直，上身微向前

倾，重心垂直向下。面带微笑，双目平视，嘴唇微闭，下

颌微收。

• 双膝应并拢或微微分开，并视情况向一侧倾斜。

• 双脚并齐，手自然放在双膝上或椅子扶手上。一般

不要架腿。

• 起身时，右脚向后收半步，而后站起，轻稳离座。

应当避免的坐姿：

• 把脚藏在座椅下或勾住椅腿(显得小气，欠大方)。

• 双腿分开，伸得太远(不雅观)。

• “4”字形叠腿，并用双手扣腿，晃脚尖(会让人觉得傲慢

无礼，目中无人)。

• 上体不直，左右晃动(显得没教养)。

• 猛起猛坐，弄得座椅乱响。

2. 站姿

优美的站姿能衬托出一个人的气质和风度。站姿的基本要

求是挺直、舒展、线条优美、精神焕发。

良好的站姿应当是：

• 平肩，直颈，下颌微向后收；两眼平视，精神饱满，面带

微笑。

• 直立，挺胸，收腹，略微收臀。

• 两臂自然下垂，手指自然弯曲；两手亦可在体前交叉，一

般是右手放在左手上，肘部应略向外张。男性在必要时可单手

或双手背于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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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腿要直，膝盖放松，大腿稍收紧上提；身体重心落于前脚掌。

• 双脚分开，与肩同宽；或者脚可向后撤半步，但上体仍须保持正直。

• 女子站立时，脚应成“V”字形，膝和脚后跟应靠紧，身体重心应尽量提高。

应当避免的站姿：

• 身体抖动或晃动(给人漫不经心或没有教养的感觉)。

• 双手插入衣袋或裤袋中(不严肃，拘谨小气；实在有必要时，可单手插入

前裤袋)。

• 双臂交叉抱于胸前(这会有消极、防御、抗议之嫌)。

• 双手或单手叉腰(这种站法含有侵犯之意)。

• 两腿交叉站立(会给人以不严肃的感觉)。

3. 走姿

在公共场合，行走的姿势往往是最引人注目的形体语言，也最能表现一个人

的风度和活力。

良好的走姿应当是：

• 步伐稳健，步履自然，要有节奏感。女性着裙子时，裙子的下

摆与脚的动作应表现出韵律感。

• 身体重心稍稍向前。

• 上体正直，抬头，下巴与地面平行，两眼平视前方，精神饱满，

面带微笑。

• 两手前后自然协调摆动，手臂与身体的夹角一般在 10 度至

15 度。

• 跨步均匀，两脚之间相距约一只脚到一只半脚。

• 迈步时，脚尖可微微分开，但脚尖脚跟应与前进方向近乎一条

直线。

• 走路要用腰力，腰要适当收紧。

• 上下楼梯，上体要直，脚步要轻，要平稳；一般不要手扶栏杆。

应当避免的走姿：

• 身体乱晃乱摆(显得轻佻、浮夸)。

• 双手反背于背后(给人以傲慢、呆板的感觉)。

• 双手插入裤袋(让人觉得拘谨、小气)。

• 步子太大或太小(太大不雅观，太小不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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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人沟通的礼节

“不学礼，无以立。”志愿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人沟通交流的过

程。完美周到的礼仪是志愿者与人有效沟通的艺术，也是志愿者提供良好服务

的关键。

1. 握手礼节

握手的姿势：

握手时，右臂自然向前伸出，与身体略呈60度角，掌心略向左上，拇指与

手掌分开，其余四指自然并拢并微向内屈，轻轻地紧握一下， 时间是3～5秒。

握手时，眼睛应注视对方，面带亲切的微笑，并伴有问候性的语言。

握手的顺序：

• 长者优先原则。只有年长者先伸出手，年幼者才可以伸手相握。

• 女士优先原则。只有女士先伸出

手，男士才能伸手相握。

• 职位高者优先原则。只有职位高

的人先伸出手，职位低的人才能伸手

相握。

• 握手时一般要站着握，除非生病

或特殊原因不能站立。

• 如果是在办公室里，最好不要隔

着办公桌与人握手。

• 在人多的场合下，不要交叉握手，与每一位握手的

时间应大致相当。

• 与长者、女性、生人认识时，千万不要主动、随便伸

出你的手来。

2. 交谈礼节

（1）眼神的作用。

• 与对方交谈时，用平和的目光注视对方，以示尊敬

和礼貌。

• 双方交谈中，应经常保持目光接触，但不应长时间回

握手的忌讳：

• 忌用左手与别人握手。

• 忌戴着手套握手，特殊情况需要致歉并说明。

• 忌用力过重或过轻。

• 忌握手时间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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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对方目光或是左顾右盼，也不要直勾勾地盯着对方。要随着话题内容的变换，

及时恰当地做出目光反应。

• 通常，在社交场合凝视对方面部的社交凝视区域，即以两眼为上线、唇心

为下顶点所形成的倒三角形区域，能给人一种平等而轻松的感觉。

（2）恰当的交谈距离。

交谈时的距离是交际者通过使用空间来传递信息的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民

族，谈话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很大差异。在社交场合，交谈距离一般应保持在

1.2米～3.6米之间，其中的1.2米～2.1米的距离适于在办公室里以及同事间

交谈，2.1米～3.6米是与陌生人交谈的距离。尤其注意，与陌生人不要试图通

过身体接触来表示友好。

3. 电话礼节

• 电话铃声一旦响起，应及时接听电话，首

先应以问候开场，再通报自己的单位和姓名。

• 在打电话前，应该弄清对方的电话号码、姓

名、单位名称等基本信息，认真考虑通话的主题。

除在紧急情况下，一般应在对方工作时间给对方

打电话。

• 通话要音量适中，更要注意发音和咬字准

确。电话交谈结束时，应由拨电话的一方先挂机。

如果与长辈通电话，应由长辈先挂机；男士与女

士通电话，通常由女士先挂机。

四、与国外友人交往中的禁忌

“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世界上各个民族由于其传统文

化、宗教信仰的不同，都可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禁忌，志愿者在与人交往中应充

分了解和尊重对方的风俗与禁忌。

1. 行为六忌

• 在许多国家，如泰国、缅甸、印度、马来西亚、印尼和阿拉伯各国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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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左手是肮脏的，忌讳用左手拿食物、接触他人或给他人传递东西。否则，将

被误会是轻蔑。

• 严忌以手指人，手舞足蹈，姿势歪斜，独谈

到底，随意插话。

•在许多拉美国家，同性之间忌讳携肩挽手。

• 有些西方人对自己的衣物及行装有随意放

置的习惯，但忌讳别人乱动。

• 西方的老人忌讳由别人搀扶着，他们认为

这有失体面，是受轻视的表现。

• 亚洲许多信佛教的国家或地区，忌讳摸别

人的头顶。即使大人对小孩抚爱，也严忌摸小孩

头顶。

2. 颜色六忌

• 黑色。欧美许多国家平时忌讳黑色，以黑色为丧礼的颜色。

• 白色。摩洛哥人一般不穿白衣，忌白色，以白色为贫困象征；印度也视白

色为不受欢迎的颜色。

• 黄色。埃塞俄比亚人在哀悼死者时穿淡黄色服装；巴西人认为黄色象征着

绝望。

• 蓝色。比利时人最忌蓝色，如遇不祥之事，都用蓝衣作为标志；伊拉克人

也讨厌蓝色，视蓝色为魔鬼，在日常生活中忌讳使用蓝色。

• 青色。乌拉圭人忌青色，认为青色意味着

黑暗的前夕。

3. 数字三忌

• “4”的忌讳。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由于

“4”的发音与“死”的发音相近，所以不少人把

“4”视为预示厄运的数字。

• “13”的忌讳。一些西方人忌讳“13”这

个数字。“13”被视为不祥已有非常久远的历史，

“13”又碰上“星期五”就更不祥了。

• “星期五”的忌讳。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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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视为凶日。据说，这跟基督教的《圣经》记载有关。

4. 饮食三忌

• 印度教徒不吃牛肉，吃猪肉。

• 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也忌谈猪；在斋月里，日出之后、日落之前不能

吃喝。

• 伊斯兰国家忌酒。

5. 馈赠五忌

• 手帕。这是巴西、意大利、巴基斯坦等国很忌讳的一种馈赠品。因为这些

国家的人认为手帕与眼泪是不可分割的，同时手帕还被认为是一种容易引起争吵

和产生不如意事情的东西。因此，不能把手帕作为礼物赠给这些国家的朋友。

• 刀剑。古巴、委内瑞拉、智利等国很忌讳以刀剑为礼物赠人，因为在民间，

送刀剑有割断友谊的意思。

• 香水。法国人和美国人都特别忌讳男宾

客以香水为礼品赠送给女主人，因为他们从传

统观念上认为，除非是热恋中的情侣，否则，

男人送给女人香水，便有过分亲热或有“不轨

企图”之嫌。

• 梳子。在日本，梳子是件令人很敏感的

东西，民间流传着不能以梳子为礼相赠的习

俗，其原因是“梳子”一词在日语中的发音与

“苦死”贴近。这样一来，送人梳子就与“送

人苦死”相关联了。

• 酒品。酒品是西亚中东地区国家的人普遍禁忌的馈赠物。这是由于阿拉伯

国家的人信奉伊斯兰教，其教规严格禁止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

第二节  出现突发事件怎么办

奥运会举办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将聚集北京。由于奥运会赛期正值

北京夏季，天气炎热，奥运会赛事集中，观众聚集量大，流动频繁，有可能出

现各种突发事件。奥运会中的突发事件由于具有突发性、严重危害性和舆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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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性等特点而成为奥运会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面对突发事件，奥运会志愿者

应该怎么办？

一、中暑怎么办？

北京夏季天气炎热，运动员、裁判、观众

和志愿者可能会出现中暑症状。如果发现有

人出现头痛、头晕、胸闷、口渴、乏力、呼吸

急促等症状，甚至昏倒不省人事，应采取如下

措施：

• 立即将患者转至阴凉通风处，平躺，松

解衣扣。

• 患者可饮用清凉降温饮料，如茶水、绿

豆汤、冷盐开水等。症状严重者，切忌狂饮，

采用少量多饮的方法，每次以不超过300毫升为宜。

• 尽快进行物理降温，用凉水加少量酒精擦洗全身，头部可放置冰袋或湿毛

巾，也可用电风扇向其吹风以加速散热。

• 经过上述处理，如症状仍无改善时，须立即请医生或送医院治疗，以免延

误病情。

二、遇到休克者怎么办？

遇到休克者，在医生尚未赶到或未送入医院之前，可按如下方法进行抢救：

• 尽可能避免搬动或扰动患者，让患者平

卧，松解衣领、内衣、腰带，注意保温。如果

患者有哮喘、呼吸困难，可略将患者头部抬高。

• 因大量失血引起的休克，应立即止血，

将患者双下肢抬高，下面垫以被子，使下肢血

液回流心脏。

• 保持呼吸道通畅。如患者意识丧失，

应将患者下颌抬起，以防舌根后坠而堵塞

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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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患者清醒，可给予少量淡盐水或糖水，但不要让患者进食，以免阻塞

气道及影响送到医院后的麻醉。

• 在进行上述处理的同时应尽快送医院抢救。

三、身处拥挤场所怎么办？

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以及每场赛事观众的入场和退场，容易发生人群拥

挤扎堆。奥运会志愿者此时应该特别注意对人流的及时疏散，防止发生拥挤踩

踏事件。

可能导致踩踏事故的原因：

• 人群较为集中时，前面有人摔倒，

后面人未留意，没有止步。

• 人群受到惊吓，产生恐慌，如听到

爆炸声、枪声，出现惊慌失措的失控局

面，在无组织、无目的的逃生中，相互

拥挤踩踏。

• 人群因过于激动（兴奋、愤怒等）

而出现骚乱，易发生踩踏。

• 因好奇心驱使，专门找人多拥挤

处去探查究竟，造成不必要的人员集中

而发生踩踏。

如何预防和疏散，以便安全脱险：

• 熟悉自己工作场所的安全出口，一旦发生危险，可以有目标地引导观众

脱险。

• 发现拥挤踩踏现象，应及时拨打110、119、120等寻求援助。

• 如果发现慌乱的人群朝自己的方向拥过来，应快速躲避到一旁，或者蹲在

附近的墙角下，等人群过去后再离开。

• 当身不由己陷入混乱的人群中时，要双脚站稳，抓住身边一件牢固物体

（栏杆或柱子），但要远离玻璃窗或玻璃门。

• 用一只手紧握另一手腕，双肘撑开，平放于胸前，要微微向前弯腰，形成

一定的空间，保证呼吸顺畅，以免拥挤时造成窒息晕倒。同时护好双脚，以免脚

趾被踩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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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自己被人推倒在地上，一定不要惊慌，应设法让身体靠近墙根或其他

支撑物，把身子蜷缩成球状，双手紧扣置于颈后，虽然手臂、背部和双腿可能会

受伤，却可以保护身体的重要部位和器官。

四、突然停电怎么办？

• 首先要保持镇静，不要慌张，可拨打95598向北京供电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停电原因、范围及持续时间。

• 拔掉电源插销，并把电线收好，防止在黑暗中把人绊倒。

• 如果建筑物内有自备电源，应当迅速启动。公共场所要保证安全通道畅通，

启动应急照明，保证疏散人员时的安全。

五、电梯遇险怎么办？

• 电梯中途停下后，一定要保持镇定，不要恐慌。 拨打电梯内电话求救，或

者按下标盘上的警铃报警。

• 拍门叫喊，发信号求救。如无人回应，需沉着冷静，观察动静保持体力，

等待营救。

• 乘客不能强行扒门，也不能擅自扒撬电梯轿厢上的安全窗。

六、遇到火灾怎么办？

• 预先熟悉逃生路线，掌握逃生方法。应尽量熟悉所在建筑物结构及逃生路

径以及消防设施的位置。

• 保持清醒头脑，扑灭初期火灾。用灭火器、自来水等在第一时间去扑救，

在穿越烟雾区时，可用毛巾或衣物作为临时的“烟雾过滤器”，湿毛巾在消除烟

雾和刺激物方面比干毛巾效果更好，但毛巾过湿会造成呼吸困难。如条件允许，还

可向头部、身上泼洒凉水，并用湿衣服、湿床单、湿毛毯等将身体裹好，穿越浓烟

区。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穿越烟雾区过程中，绝对不能将毛巾从口鼻上拿开，一旦

拿开就有可能因吸入有害气体而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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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呼喊周围人员参与灭火和报警，并进行分工，防止、减缓火势蔓延。

• 针对不同火情，寻求逃生良策。开门逃生前应先触摸门锁，若门锁温度很

高，切不可打开房门。应关闭房内所有门窗，用毛巾、被子等堵塞门缝，并泼水

降温。同时利用手机等通讯工具向外报警。

若门锁温度正常或没有浓烟进来，可开门观察外面通道的情况。开门时应用

脚抵住门下框，防止热气浪将门冲开。在确信大火并未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情况

下，应尽快逃出火场。

• 遇有浓烟用湿毛巾捂鼻，弯腰低头迅速撤离。通过浓烟区时，尽量避免大

声呼喊，并用湿衣物或毛巾捂住口腔和鼻孔，低姿行走或匍匐爬行。不要向狭窄

的角落退避。逃生勿入电梯。

• 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苗。

七、地铁遇险怎么办？

1. 地铁突然停电怎么办？

• 列车在隧道中遇到停电，

乘客千万不要擅自扒门，请耐

心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 地铁列车车门上方的“紧

急开门手柄”不能擅动。

• 停电疏散时，乘客应该按

照救援人员的指挥顺次下到隧道

中并按照指定的方向疏散。

• 地铁站台和通道内设有疏

散指示标志，避免拥挤，沉着

应对，就能安全有序地疏散到

地面。

2. 地铁着火怎么办？

• 及时报警，可以利用自己

的手机拨打119，也可以按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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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列车车厢内的紧急报警按钮。

• 利用车厢内的干粉灭火器进行扑火自救。

• 列车行驶至车站时，要听从车站工作人员统一指挥，用携带的衣物、毛巾

等捂住口鼻，身体贴近地面，安全有序地往外疏散。

3. 地铁遇到毒气袭击怎么办？

• 确认地铁里发生了毒气袭击时，应当利用随身携带的手帕、餐巾纸、衣物

等用品堵住口鼻、遮住裸露皮肤，如果手头有水或饮料，请将手帕、餐巾纸、衣

物等用品浸湿。

• 判断毒源，然后迅速朝着远离毒源的方向逃跑，尽快到空气流通处或者到

毒源的上风口处躲避。

• 到达安全地点后，请用流动水清洗身体的裸露部分。

第三节  扶残助残技能技巧

一、扶残助残的基本知识

残疾人是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志愿者的重要服务

对象。志愿者要掌握必备的扶残助残基本知识和技

能，根据残疾人的残疾程度、心理特点、服务需求提

供热情、真诚、周到、细致的服务。

1. 了解残疾人

（１）视力残疾人（盲人）的特点。

视力残疾人（盲人）的听觉功能与明眼人相比显

得更为灵敏，许多人都会觉得“盲人的耳朵特别灵”；

同时，他们的触觉比普通人要灵敏些；盲人主要靠记

忆来确定日常物品的位置。

志愿者与他们的交往要从建立基本的信任感开

始，志愿者要帮助他们熟悉周围的环境，在尊重的基
盲道



136 北京奥运会志愿者读本

础上做好服务。

志愿者与盲人沟通、交往时要注意：第一

次见面可以尽量多地告知对方关于你的信息，

让他（们）有信任和安全感；来到他（们）的

身边和离开他（们）的身边时一定要有声音作

示意；指挥方位要清楚准确，如“把水杯放在

你的前面”而不是“把水杯放在那儿”，“在你

左前方一米左右”而不是“在那里”⋯⋯尽量

多地向他（们）解释你所看到的一切。

（2）肢体残疾人的特点。

肢体残疾人一般仅有肢体上的残疾，他们

在感知、注意、记忆、思维等认知过程方面与

健全人并无明显的区别。

如果是肢体残疾人自己能做的事情，一

定要让他们自己做。如果认为他们身体不方便就为他们做好一切，反而可能伤

害了他们的独立性与自尊。即使是帮助他们也一定要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再进行

具体的帮助。例如，遇到肢体残疾人坐轮椅上电梯，可以走到他旁边，说明自

己的身份，然后再问“您去几楼？我推您进去好吗？”得到同意后方可推他进

电梯。

2．了解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设施是指在城市道路和建筑物中，为了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儿童及

其他行动不便者而设计的，使之能够参与社会活动的设施。无障碍设施主要包

括：坡道、缘石坡道、盲道；无障碍垂直电梯；升降台等升降装置；警示信号、

提示音响、指示装置；低位装置、专用停车位、专用观众席、安全扶手；无障

碍厕所、厕位；无障碍标志等。

志愿者应了解：

（1）盲文：它是专门为盲人设计、靠触觉感知的文字。它与一般文字不同，

靠手摸。目前世界上通用的是凸点盲文，又称“点字”。

（2）手语：手语是基于聋人交际需要而产生的语言工具，它包括手势语和

手指语。手势语俗称“哑语”、“手势”，手势语具有语言的基本功能，它是由词

汇和语法系统构成的语言系统，其每个语言成分都是由手势、表情、姿势和意

残疾人专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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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标志牌

盲道是专门为盲人建设的无障碍设施。它是一条由颜色鲜艳、凹凸不平的导

盲砖铺成的道路，一般宽度仅供一个人行走。

一般导盲砖有直条、圆点和方点三种：直条的导盲砖代表直走的意思；圆点

的导盲砖表示改变方向；方点的导盲砖代表地形的改变。

北京 欢迎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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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几方面结合而成的。手指语是用手指的指式变化和动作代表汉语拼音字母，

按拼音顺序依次拼出词语的语言表达形式。

二、扶残助残的基本态度与要领

1． 志愿者应有的基本态度

对于志愿者来讲，首先要端正扶残助残的态度，以平等、尊重、真诚的

态度与残疾朋友沟通与相处，在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做好服务。具体讲有以下

几点：

（1）平等真诚。残疾人也渴望自立自强，渴望人格上的完整，所以志愿者

的帮助首先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2）热情勤快。志愿者在扶残助残中应做到“五勤”：“勤动腿”，即乐于为

残疾人运动员服务，热情奔走，为他们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勤动口”，即主动

征求残疾人运动员的意见，了解他们的需要；“勤动眼”，即注意观察，及时发现

并帮助残疾人运动员解决问题；“勤动手”，即服务热心，直接动手为残疾人排忧

解难；“勤动脑”，即选用最好的方式为残疾人运动员服务，冷静处理好各种突发

事件。

（3）帮助适当。志愿者要尊重残疾人的意愿，不越俎代庖，这才是残疾人所

乐于接受的服务方式。

（4）理解尊重。志愿者对残疾人一定要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的人格，用平等

的态度与他们交往。

2． 扶残助残的基本要领

为残疾人提供服务与正常服务不同，必须要掌握要领，具体讲有以下几点：

（1）对于视力残疾人（盲人）的服务要领。

引导盲人的恰当方法是：引导者先征得同意，然后，引导者与视力残疾人并

排而立，引导者用靠近视力残疾人的手背，轻触其手背，视力残疾人被触及的手

沿引导者的手臂上移至引导者的肘关处，视力残疾人的四指在引导者手臂的内

侧，拇指在外侧，轻轻抓握引导者的肘关节。视力残疾者后退半步，站在引导者

的后方，抓握的手臂的上臂与身体靠拢，与臂成直角。当引导者迈步时，视力残

疾人可根据抓握手的感觉跟随行进。建议引导者站在左边，视力残疾人站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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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因为我国的交通规则是右行原则，视力残疾人应走在安全的一边。不要牵

引盲杖为其引路。在盲人到达陌生区域后，要帮助他们熟悉环境，必要时应引

导其用手触摸了解设施的位置和形状，如初次进入住宿房间，应引导他们触摸

床、椅子、电视、遥控器、水龙头、浴缸、毛巾架，特别是热线电话以及自己

的行李等物品；到达训练场后，应引导他们触摸有关训练器具。

为盲人服务时切忌服务未完成即离开服务对象，在陌生环境中中断服务，

他们将无所适从；确有急事需中途离开，应联络其他志愿者接替服务，且必须

在接替服务的志愿者到来后方可离开。为盲人服务的志愿者最好自始至终保持

不变，并留下联系方式，以便他们有急事时能够及时联络。

（2）对于乘轮椅人的服务要领。

当残疾运动员稳坐车中需要前进时，2米内不得出现障碍，推车人两眼始终

平视前方，双手持住把手，身体与地面垂直，小臂自然弯曲于腰两侧，依靠腿

的力量，通过两手使车平稳地向前移动，推车人移动时的两腿步长要相等，不

宜过大，匀速行进，不能急停急起，要使坐车人感觉到舒适和安全。当需要停

车时，首先放慢速度，用语言告知乘车运动员后再渐渐停止前进，切忌不得后

拉急停，然后两腿并立，保持好起动的姿态。

行进中要按中国的习惯靠右行进，当接近人群或需要转弯时，应给予提示

并减速。左转时，左手轻拉住车把手，右手慢推，通过弧线调整方向，然后继

续行进动作，右转时，方向相

反。不要原地两手前后扭动。

在通过安检门和较小通道

时，身体始终保持走在中间的

位置，平稳行进，不可回头和

左右张望，眼睛余光目测好间

距即可顺利通过。

上坡时要保持平稳推车的

方法，蹬地的腿要平稳，慢用

力，两臂保持屈位，手持车推

把，身体微向前倾。切记两臂

不得伸直，两腿不要大步前

蹬，身体重心不能向前靠在两

手上，这样可避免滑倒和蹬 志愿者帮助肢体残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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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不要突然加速发力，要始终保持身体与车把手的正常姿态与车同进。

下坡时手臂弯曲，不要再前加力蹬腿，身体略后仰，双手控制车的前冲速

度，保持平稳行进。当遇有较大的坡度时（一般超过15度），特别是对残疾较重

的运动员，应采用倒车下坡的技术，缓慢倒退滑行，一定要控制车速，保证运动

员的安全。

一般的道路为无障碍通道，但在室外道路行进中也可能会遇到减速墩，过一

些小的障碍物，这时应首先提示乘车人，在通过时，两臂后压使前支撑小轮通

过，然后稍加力向上，不加速向前推车，即可较顺利通过，切忌用力向前冲推。

三、如何帮助残疾人运动员

作为志愿者，不但要掌握帮助普通残疾人的知识与技能，还要进一步了解

帮助残疾人运动员的知识与技能。

（1）了解残疾人运动会的主要项目以及参赛队伍各运动员的残疾类别、残疾

程度、参赛项目及其特点。2008年残奥会的比赛项目有20项。盲人运动员可参

加的项目包括田径、游泳、自行车、盲人柔道、盲人门球、盲人足球、帆船、马

术和赛艇。肢残运动员（站立组）参赛项目有田径、游泳、射击、射箭、乒乓

球、自行车、坐式排球、帆船、马术、赛艇等。肢残、脊髓损伤和脑瘫运动员

（轮椅组）参赛项目有田径、游泳、射击、射箭、举重、乒乓球、轮椅击剑、轮

椅网球、轮椅篮球、轮椅橄榄球、硬地滚球、帆船、马术、赛艇等。

（2）赛场专项志愿者要深入了解项目特点、场地器材、规则要求和裁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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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故事

手语志愿者——郝悦

郝悦，一个既安静又开朗的女孩，北京联合

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学生，手语志愿者。由于在助

残志愿服务方面的热情执着与无私奉献，2006

年3月，郝悦获得“2005北京十大志愿者”荣誉

称号。

在这个世界上，人间真爱弥散在每一个角

落。充满爱的心灵仿佛张着理想的翅膀带着我们

飞过高山大海，飞过森林小溪，飞过田间草地，就

是这双爱的翅膀载着郝悦走进了北京联合大学特

教学院。

当郝悦第一次踏进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

院，第一次注视聋人清澈的眼神，看着他们如花

的笑脸，听着他们模糊的哼唱，欣赏他们未脱稚气但又一丝不苟的舞蹈，她的心

灵震撼了：也许生活的痛苦在他们的心中刻下了难以抹平的伤痕，但他们依然歌

唱。那一刻郝悦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她陷入了沉思，也

许自己的肩膀依然稚嫩，力量也十分有限，但为他们解决困难，带来欢乐从此成

了她的追求。

于是，郝悦开始学习手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不知疲倦，手语水平也神

速地提高，她和聋人朋友一起分享快乐，互诉情愁，逐渐成为了很多聋人的知己。

通过与聋人朋友的交流，郝悦越来越感到他们需要向社会表达苦与乐，需要

社会赋予他们更丰富的知识和情感。他们需要沟通，需要一个特别的语言桥梁。

就这样，一个“让高等院校的学生也来学习手语”的计划开始在她心中酝酿。

从2002年11月，在没有一分钱经费支持的情况下，郝悦利用平日的晚上和

周六日休息的时间，为高校义务举办手语讲座。这一干就是4年，风雨无阻，无

酬无偿，终于赢得了支持和理解。教授手语时，她用诚挚的爱心和灿烂的微笑感

染着每个人。她告诉大家，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手语不仅需要手部的动

作，还需要配合丰富的面部表情，要用微笑表达舒展的心灵，用双手倾诉出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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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愿望，并真诚地去感受对方所表达的意思，这样才能更好地与聋人沟通、交

流。学生们跟随她摆动着双手，情不自禁地洋溢出笑意。学生的表情让她体会到

了展示爱心的充实和幸福。

功夫不负有心人，爱心像水波一样开始扩展。目前，郝悦的手语讲座已经逐

渐被各大高校同学认可、接受，有的学校每年都要为刚刚参加红十字会或志愿者

服务队的同学进行手语培训。通过手语讲座，很多学校还组织了一些和聋人相关

的活动。例如在植树节，中国人民大学组织一些聋人和同学们一起去植树。在路

上，同学们用刚刚学习的手语进行交流，一双双灵巧的手挥动出一条条优美的弧

线，一个个真诚的微笑表达了一片片真挚的心愿。在残疾人日，中国传媒大学的

同学们专门为聋孩子们举办了捐助活动，每个参加捐助的同学在得到的卡片上写

下自己的祝愿，挂在学校的许愿林里。

至今，郝悦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

20多所高校举办了手语讲座，不少学校还建立了手语社，许多同学加入了手语

志愿者的行列。她的爱心开始传播，开始形成了一条爱的小溪，并不断向着爱的

长河延伸。

四年来，郝悦时刻想着要把她的爱心献给聋人朋友，一直自愿地、从不间断

地坚持志愿者工作，几乎每天晚上和周六日都安排手语课，或在周六上午去孤儿

院或敬老院看望需要帮助的弱势人群。她说既然选择当志愿者，就要做得实在、

有效、持久。这就是郝悦对生活的追求，对生活内涵的理解，对传播爱心的实

践。不管别人如何评价，她无怨无悔，生活备感充实，这就是郝悦的人生之路。

“以我所能，服务社会”。让爱心使我们练就一副坚强的臂膀，为爱心的世界

撑起一片天空，这才是闪光的青春。

    考考

1. 你了解与人交往的基本守则吗？

2. 良好的走姿有哪些基本要求？

3. 身处拥挤场所怎么办？

4. 遇到火灾如何逃生？

5. 肢体残疾者有哪些心理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