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

� 《公益时报 》：何时有起诉
中国铁路总公司想法？

陈斌：我是一个全盲人士，
但喜欢出行， 火车是我主要选
乘交通工具。 在如今信息化时
代， 基本都是靠着读屏软件来
使用互联网业务，12306 购票网
站本就以满足公众需要为目
的，视障群体也是公众一分子，
他们的权益理应被看到， 也应
该得到尊重。

《公益时报 》：得知立案消
息怎么想？

陈斌：很高兴能够被立案，
国家层面推行依法治国， 公民
权利得到尊重， 我的诉求很简
单， 希望 12306 网站能够听取
视障群体意见， 进一步改进系

统， 让视障群体融入互联网时
代无障碍。

《公益时报 》：感觉能胜诉
吗？

陈斌： 这是司法程序我不
能妄加判断，我尊重法律，相信
法院的公正判决。

《公益时报 》：怎样看待如
今信息无障碍技术？

陈斌： 当前信息无障碍相
比过去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很
多网站都对信息无障碍进行
优化和升级，满足了视障群体
互联网体验的需要。 12306 购
票网站语音读取技术据我所
知在目前看来，技术上不存在
问题，很多购物网站都已经采
用。

视障人士因 12306购票难诉铁总获立案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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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 12306铁路购票网站需要
输入图片“验证码”，视障人士陈斌
(化名)多次尝试购票未果后，自行
前往北京站购票， 来回共计花费
110元。 陈斌认为 12306铁路购票
网站没能保护视障群体权益。

1 月 26 日陈斌将中国铁路
总公司、 中国铁路信息技术中
心、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诉至法
院， 要求三被告向其书面道歉，
承诺对 12306 网站进行信息无障
碍改造，杜绝歧视;赔偿原告打车
费 110 元和精神损失费 1 元 ;并
承担本案诉讼费。 这三者分别是
12306 网站的所有者和设计者。

日前，《公益时报》记者从原
告陈斌处独家获悉， 该案已于 2
月 2 日被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正
式立案受理，将择期开庭。

陈斌代理律师黄锐对本报
表示，此案预计将试用简易程序
审理，将于立案后 90 天内审结。

验证码“图片”成了“拦路虎”

32 岁的陈斌是一名 B1 级
(俗称“全盲”)视障人士，几年前
从老家甘肃来到北京打工，现在
北京市东三环附近一家盲人按
摩店从事盲人按摩。

陈斌称， 自己虽然没有视
力，但天生喜欢旅游，而火车出
行成为他的首选，如今互联网已
深入到各种不同领域，智能手机
也能通过登录铁路部门唯一购
票网站 12306 购票了，但每次购
票他都会遇到不少麻烦。

根据 12306 购票网站设计，
在验证码输入这一栏必须要选
择图形输入正确， 方可登录成
功。 但就是这一项使得陈斌无法
进一步获取相关登录信息，根据
陈斌描述，目前，残障语音读屏
幕软件还没有能力读取图片，这
一步成了陈斌无法购票的门槛。

陈斌在接受《公益时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验证码在未实
行读图数据之前， 都是数字填
入， 可以通过志愿者读出数字，
自己就能在键盘上输入，但图形
即便是志愿者读出名字，但自己
仍然不知如何输入，这给视障群
体带来很大麻烦。 ”

“互联网购票作为一个公众
购票平台， 在方便公众的同时，
为何不能照顾到视障群体?”陈斌

有些抱怨地表示。
无奈，1 月 24 日， 陈斌打车

去北京火车站购票，往返总共花
费 110 元，购得一张从北京到老
家甘肃的票。

维权已获立案

1 月 26 日，陈斌将铁路总公
司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后，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接收了
诉状，表示依据《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将在 7 日内通知当事人是
否立案。

2 月 2 日， 陈斌对《公益时
报》记者表示：“目前案件已经被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受
理，将择期开庭。 ”

陈斌的代理律师黄锐介绍
说，《残疾人保障法》和《无障碍
环境建设条例》都有规定：“公共
服务机构和公共场所应当创造
条件，为残疾人提供语音和文字
提示、手语、盲文等信息交流服
务，并提供优先服务和辅助性服
务。 ”铁路部门作为典型的公共
服务机构，也应当依法为各类残
障人士提供无障碍的信息交流
服务， 包括对 12306 网站的信息
无障碍建设。

陈斌认为，该案预计使用简易
程序审理，应该在 90天内审结。

“图片”取代“数字”

据了解 ，2015 年 4 月 1 日
前， 铁路 12306 网站登录验证码
为数字形式，并提供语音播放方
式供购票者选择，登陆者在填写
数字之后便可以成功进行购票
等相关操作。 2015 年 4 月 1 日
后，铁路部门用“图片”取代“数
字”验证码，称此举将使众多黄
牛抢票工具无法及时登录，是一
种遏制抢票行为。

盲人在数字验证码情况下，
购票通常是通过操作快捷键把
验证码图片截图发送给志愿者，
再由志愿者帮助看完验证码后
把结果发送过来，观看软件自带
功能可以把这个结果直接复制
到剪贴板，快捷键粘贴后便可以
验证成功了。

陈斌的代理律师黄锐对《公
益时报》 表示：“12306 购票网站
原先是具备语音读取的输入方

式，这对于视障群体来说具有便
捷性， 升级后这一功能取消，这
算不算是一种倒退，视障群体原
本有的权益现在却没有了。 ”

12306 客服：
暂时只能“图片”验证码

对于陈斌设置语音输入验
证码的建议，《公益时报》记者以
视障人员身份致电 12306 客服人
员，反映买票难问题。 对方工作
人员回答，目前 12306 互联网系
统购票验证码均默认为图片验
证模式，除了互联网购票模式之
外，您还可以选择电话、车站直
接购票等方式。

对于视障人员建议，网站购
票验证码能不能采取语音听读
数字输入， 对方工作人员称，暂
时并没有相关输入方式，会将建
议记录下来，向上反映。

所谓语音验证码功能， 就是
电脑网页播放一些语音片段，再
根据这几段语音提出问题， 如果
用户语音回答正确就通过验证。
也就是说， 将 12306 的图形换成
语音，播放出来给视障人士听，然
后根据视障人士的语音回答来进
行判定，回答正确就通过验证。当
然还有其他更加简单的方法。

而记者也注意到，在一些其
他网站中，语音听读输入验证码
被选取为输入方式之一。

对于 12306 工作人员回应，
通过电话订票一事， 陈斌表示：

“电话订票预售期有 60 天，成功
后必须在 24 小时内取出纸质车
票， 但 60 天内出行计划变动太
大，一旦行程有变，取出的纸质
车票必须要去售票点车站改签
或退票，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出行
成本。 ”

语音读取技术上无难度

2012 年，工信部颁布了《网

站设计无障碍技术要求》， 该标
准对验证码的技术要求是“如果
网页中存在非文本验证码，则应
提供适合多种残疾人和有特殊
需求的健全人使用的不离开当
前操作界面的替代表现形式 (例
如语音验证码)”。

有 IT 人士表示，语言验证
功能早已不是什么技术难题，
很多大型商业网站在需要输入
验证码窗口都提供多种输入方
式， 其中语音听读输入就是其
中之一，12306 网站是全国铁路
唯一互联网购票网站， 这其中
一个小的技术调整都可能需要
花费不菲的费用， 而视障人士
在中国的数量并不占少数，从
视障群体的权益维护角度来
说， 铁路部门应该对此进行考
量和调整。

《公益时报》记者也注意到，
像美团、 滴滴打车等互联网平
台，在用户登录下单要求输入验
证码时，会提供语音选项方式供

用户选择，而目前，也有一些商
业网站都有类似“验证码”输入
方式。

饱受“诟病”的 12306

早在 2012 年， 河南省周口
市扶沟县的视障人士张军峰就
联合其他省份的四位视障人
士，“上书”当时的铁道部，要求
公开“新一代铁路客票系统”的
无障碍支持方案及用于此领域
的经费预算。 一周后，铁道部对
此回复称：除互联网售票外，还
有电话订票、 窗口售票和代售
点售票等方式， 旅客可自行选
择。

2015 年初，12306 网站的验
证码由数字和字母的组合模式
升级到现在的“连连看”模式，引
发全国各地百余名视障人士给
铁总写联名建议信，呼吁加强网
站无障碍建设，铁路总公司对此
一直未予回应。

新的验证码需要从多个图片中识别出正确的图片并点击才能顺利登陆

通过读屏软件，盲人也可以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