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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九成网友表示
所在城市无障碍设施被挤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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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菅宇正

近日， 长春大学视障学生小
倩（化名）一纸诉状将教育部告上
法庭， 要求教育部公开视力残障
人参加考试能够获得的合理便利
措施，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该案。

去年 9 月， 作为长春大学特
殊教育学院针灸推拿专业大四学
生，小倩报名了 12 月的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并向当地教育部门申
请使用盲文试卷，但并未获得批
准。“我当时递交申请，首先递交
到长春大学学校的考务办，考务
办老师很热情接待了我们，但是
说可能会没有这样的考卷，后来
我们爱是正常报名，到吉林省教
育考试院去问，工作人员说国家
还没有提供盲文试卷，可能还要
等一等。 ” 小倩回忆道。 今年 3
月， 小倩再次报考了四六级考
试，但同样一直没有结果，最终
在 5 月 10 日，小倩委托律师向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
政诉讼。

“因为我已经大四了，没有办
法保证一次通过， 这可以说是我
最后一次机会， 我能等我肯定会
等，我现在实在等不了了。 ”这是
小倩的心声。 5 月 16 日，教育部考
试考试中心官方回应表示： 在中
国残联的大力支持下，2017 年 6
月全国大学四级考试（CET）为视
障人士提供盲文试卷的各项准备
工作已经就绪， 可以满足盲人考
生参加 CET 的愿望。 教育部考试

中心社会考试处处长王伟表示：
“关于盲文试卷一事，我们从去年
就已经着手准备， 但由于印制盲
文试卷过程相对复杂， 需要懂盲
文的专业人士和特殊的制卷设
备，而且为了保证试题安全保密，
参加印制的盲文专家还要接受全
封闭的‘入围管理’，5 月 5 日我们
跟中国残联取得联系，5 月 8 日两
家一起碰头， 专门就此事研究了
解决方案，到现在为止，所有前期
的协调准备全部完成， 到考试那
天， 肯定能够提供给考生一份盲
文试卷进行作答。 ”

事件的结果是好的， 但是如
此漫长的甚至需要诉诸法律才能
获得盲文考卷的过程， 引起了舆
论广泛关注。 即便在有法律条文
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依旧难以执
行，有学者表示，从受教育权到就
业权，再到其他各个方面的权利，
包括视障人士在内的残障群体受
到不公平待遇的情况随处可见，
比如大学专业对视障人士的限
制、 城市无障碍化设施被侵占等
方面，如果长此以往，法律将只能
是一纸空文。

长期关注视障人士受教育状
况的公益律师黄锐表示， 教育部
的回应值得肯定， 但当下社会在
残障人士合法权利保障方面还存
在问题，比如视障人士个体差异，
盲文考卷是否也能根据个体差异
而有所调整，除了盲文考卷外，其
他残障人士在求学、 求职以及日

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问题又该如
何解决？

面对这一问题，《公益时报》
联合新浪公益、 问卷网和凤凰公
益联合推出本期益调查———“盲
文试卷缺位背后， 残障人士权益
如何保障？ ”

结果显示，有 91%的网友认为
社会应该建立盲文试卷的长效机
制， 不单单是针对问题产生后针
对个案出具试卷， 而应该提前做
好准备，满足视障人士的需求，仅
有 9%的网友人认为盲文试卷属
于少数个体需求，无需长效机制。

72.8%的网友表示在其生活的
城市存在这样的问题， 另外有
15.6%的网友表示挤占无障碍设施
的情况非常严重；仅有 11.6%的网
友表示其生活的城市中不存在这
样的问题。

65.4%的网友表示对残障人士
合法权益的相关法律有一定的了
解， 而仅有 4.6%的网友表示对于
此类法律非常了解；有 30%的网友
表示对此类法律并不了解。

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切实保
障残障人士的合法权益？ 47%的网
友表示应该建立完善的制度保
障， 并且切实推动法律的具体落
实；28%的网友表示应该加强政府
督导， 对侵犯残障人士的行为采
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另有 25%的网
友表示对于落实对残障人士合法
权益的保护， 还是需要从公众人
士下手，加强社会宣传。

网友留言：

叶落知秋： 现在连正
常人的合法权益都无从保
障，如何保障残障人士？

你好 2005：公众的观
念亟需加强， 有些设施是
给予残障人士的， 不应该
被侵占。

清风徐来： 现在没有
具体的法律法规能够惩治
侵害残障人的行为。

等待爱情： 残障人士
就应该积极维权。

1、是否应该建立盲文试卷长效机制，保证视障人士相
关权利？

A、应该，保证能随时为残障人士提供帮助。 91%
B、不应该，属于个别情况。 9%

� � 2、您所在的城市是否存在挤占无障碍化设施的情况？
A、不存在。 11.6%
B、存在。 72.8%
C、严重侵占。 15.6%

� � 3、你对保障残障人士合法权益的相关法律是否了解
A、不了解。 30%
B、有一定了解。 65.4%
C、非常了解。 4.6%

� � 4、你认为应该如何切实保障残障人士合法权益
A、加强社会宣传，提高公众认识。 25%
B、完善制度保障，推动法律落实。 47%
C、加强政府督导，严惩侵犯残障人士合法权益的行

为。 28%

广东 2020 年中小学课程
数字化率达 80%
� � 据《南方日报》报道，5 月 24 日，广东省教育厅出
台《广东省教育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下称《规
划》），明确“十三五”期间我省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
现代为目标， 到 2020 年全省中小学课程数字化率达
80%以上，省级建成 100 所智慧校园和 300 个“未来教
室”，基本满足信息化教学常态化应用的需要。

点评：数字化教学从少数人的福利到学校的基本
配置，需要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共同投入。

轻信微友“赠送”慈善款
女子被骗 6 万多

据中国江苏网报道，5 月 23 日，扬州市高邮警方
通报一则“微友诈骗案”。 22 日，高邮市公安局珠湖派
出所接到受害人阿梅（化名）报警称，由于轻信微友

“赠送”42 万元慈善款，被骗走 6 万多元。
点评：与防诈骗相比，对公益慈善尝试的普及同

样刻不容缓。

澳大利亚矿业大亨将捐款
4 亿澳元

据《华商报》报道，澳大利亚矿业大亨安德鲁·福
里斯特 5 月 22 日携妻子妮可拉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宣
布，将捐款 4 亿澳元（约合 20.5 亿元人民币）用于慈善
事业。 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金额最高的单笔善款。 这
笔善款将分别捐向癌症研究治疗、高等教育及突破性
研究、儿童事业发展、弗里斯特自己成立的反奴役慈
善组织“自由行动基金会”、社区建设和“为所有澳大
利亚人创建平等机会”。

点评： 大额捐赠在世界各国不断涌现的同时，对
捐赠用途的长期规划更值得关注。

2017 年底前四类环保设施向
公众开放

日前，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
开放的指导意见》，要求 2017 年底前，各省级环境监
测机构以及省会城市（区）具备开放条件的环境监测
设施对公众开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会城市选
择一座具备条件的城市污水处理设施、一座垃圾处理
设施作为定期向公众开放点；有条件的省份选择一座
危险废物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作为定期向
公众开放点。

点评：环保设施的开放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
权、监督权的有效措施，将促进公众成为解决环境问
题的参与者、贡献者。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5月 23日 雄业集团 680万元 光彩事业 曲靖市光彩事业促进会

2017年 5月 24日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万元 扶贫攻坚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政府

2017年 5月 24日 融侨房地产公司 200万元 教育事业 湖北太平店镇朱坡中心小学

(2017 年 5 月 22 日至 2017 年 5 月 28 日)
（制表：王勇）

5 月 22 日，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日。 当日发布
的《中国自然观察报告 2016》认为，大熊猫以及其
同区域的金丝猴等物种保护情况较好，但不少迁徙
鸟类却因为栖息地受威胁、被大量捕食等原因每况
愈下。 黄胸鹀（如图）在短短二十几年里，已被人们
从“无危”吃到“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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