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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七成网友认为所有大学
都应该进行全面的无障碍化改造

截至 8月 28日 9时 环
保

■ 本报记者 王勇

临近 9 月 1 日， 大学新生纷
纷报到入学。 这原本是很平常的
事情， 却因为不同大学对残障新
生的不同态度而成为舆论热点。

据央广网报道， 东北师范大
学盲人新生王宠在办理入学手续
时， 就被学校告知不能住学生宿
舍， 而要在家长陪同下在校外租
房。 王宠则表示：“想住校，因为很
早就非常向往大学的生活。 ”

王宠的父亲王庭槐说， 学校
要求他们在外面租房子住， 住宿
舍一年只要不到 1000 元，租房子
是每个月 1000 多块，这让他们无
法接受，“学校要求我们在外面租
房子嘛， 学校的意思是说出一部
分，他问我们能承担多少。 ”

对此， 东北师范大学在一份
声明中表示， 学校在得知王宠为
盲人后， 曾先后四次组织多个部
门召开协调会， 但目前还没有针
对盲人学生的特殊生活设施，要
配备完善的设施尚需一段时间。
所以在征得王宠和其家人同意
后，学校决定为王宠租房，由其母
亲陪读。

8 月 19 日， 在与学校一墙之
隔、 比学生寝室还近一半距离的
居民楼里， 学校为他们租了半年
的房间。 校方负责人表示，如果居
住一段时间王宠觉得不适应，学
校还将再协商、调整。

但对于王庭槐希望学校为王
宠配备导盲犬、助残车、专门工作
人员等要求， 学校感到存在一定
困难。 对于学校的解决方案，王庭
槐说， 目前已经和校方达成了协
议。 生活的困难解决了，学习上也
有难题。 目前，没有专门的盲文高
校教材，东北师范大学表示，将根
据王宠的特殊情况制定专门的培
养方案， 为他尽可能地提供便利
的学习条件。

与王宠相比，清华大学新生魏
祥则收获了学校更多的善意。身患
先天性脊柱裂、椎管内囊肿及双下
肢运动功能丧失的魏祥，在得知有
望被清华录取后，曾致信希望学校
帮助母子俩解决住宿问题。

据《新京报》报道，清华把国
际学生公寓其中一栋的一层部分
房间作为专门的宿舍， 有独立卫
生间、两间卧室，方便残疾学生家
人住在一起照顾。

对于学校给魏祥的支持，学
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没有特殊待
遇，都是已有惯例。 ”据了解，早在
几年前， 清华就在留学生公寓改
造了四间这样的 AB 房，专供身体
原因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居住。

政策放开后， 将会有越来越
多的残障考生进入普通高等学校
就读， 各大高校该如何帮助他们
更好地适应校园生活？ 21 世纪教

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王
宠遇到“入学难”也是我国高校缺
乏无障碍支持系统的凸显， 我国
在政策层面上已经放宽高校招收
残疾人士，各高校配套还没跟上。

将现有高校设施专门为残障
人士改造， 势必将会有一笔不小
的支出，相应的经费从哪儿来？ 花
大量的经费为一小部分人改造是
否有必要？ 针对残障学生就学存
在的种种问题，《公益时报》 联合
问卷网、 凤凰公益推出本期益调
查———盲人新生被要求校外租
房，大学这样做合适吗？

调查自 8 月 25 日开始，截至
8 月 28 日 9 时， 调查结果显示：
62.9%的网友认为为所有学生提
供在校学习生活的便利是学校应
尽的义务， 东北师范大学让盲人
新生校外租房的做法不合适。

71.2%的网友更是觉得所有大
学都应该进行全面的无障碍化改
造，完善残障学生就学配套措施，
他们认为保障所有人平等的受教
育权利是政府的职责。

在残障人士的社会融入方
面，41.0%的网友更看重政府的作
用，认为政府推出相关政策、加大
资金投入，做好软硬件配套。38.9%
的网友则认为要将无障碍支持系
统纳入包括建筑标准在内的各项
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

网友留言：

2017 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
上重点高校人数再增长 9.3%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会同各地各有关部门
进一步完善了国家、 地方和高校专项计划招生政策，
形成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的长效机
制。 据初步统计，2017 年三个专项计划共录取农村和
贫困地区学生 10 万人，较 2016 年增加 8500 人，增长
9.3%。

点评：农村和贫困地区重点学生不仅需要国家政
策的支持，更需要社会力量投入以为他们提供更高水
平的教育环境。

冒名募捐机构被停止活动3个月
据《湖北日报》报道，湖北省爱心帮扶促进会冒用

“中华慈善总会”、“湖北省慈善总会”的名义开展公开
募捐活动，近日被湖北省民政厅依法作出停止活动 3
个月的行政处罚，并责令该会整改，迅速撤除已设置
的捐赠箱，涂掉相关标识，对已募集的衣物，按规定做
好后续处理工作。

点评：《慈善法》的落实离不开监管部门的严格监
管，只有查实一起，处罚一起，才能切实维护社会组织
发展环境，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桑德伯格捐赠 1 亿美元股票
据腾讯网消息，Facebook COO 雪莉·桑德伯格将

自己名下 59 万股 Facebook 股票转到了一个特殊基
金名下，这个基金是桑德伯格用来做慈善捐赠的。 据
悉，这些股票价值 1 亿美元。据知情人士透露，桑德伯
格将这些股票交给了一个捐赠人建议基金，并通过该
基金将钱款捐给她关心的慈善组织或事业。

点评： 股权捐赠在美国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
我国在这方面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公益人任重道
远。

外卖每天使用的塑料餐盒超
过 6000 万个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消息，外卖业务的爆发造成
了餐盒的过量使用。 有环保组织研究分析了 100 个外
卖订单发现，平均每单外卖会消耗 3.27 个一次性塑料
餐盒/杯。 这意味着，目前中国互联网订餐平台上，每
天使用的塑料餐盒超过 6000 万个。

点评：解决外卖垃圾问题，应从源头和下游两端入
手。既要采取措施减少外卖垃圾的产生，又要加强对外
卖垃圾的专业回收处理，大力提高利用和处理“存量垃
圾”的效率，严格控制“增量垃圾”的产生与规模。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8月 22日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363万元 灾后重建 湖南省慈善总会

2017年 8月 25日 佳兆业集团 1亿元 扶贫济困 广东省慈善总会

2017年 8月 26日 宇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周旭洲 3000万元 成立武汉大学人才基金 武汉大学

(2017 年 8 月 21 日至 2017 年 8 月 27 日)
（制表：王勇）

地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可可西里，是
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 4600 米以上，被称
为世界第三极 。 这是一片充满生机和灵性的土
地。 藏羚羊、藏野驴、棕熊等野生动物在此肆意奔
跑。 这背后，是一代代可可西里人前赴后继，克服
常人意想不到的困难， 甚至付出生命代价， 保护
和守望着这片净土， 谱写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英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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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蒙居士：说好的残疾人
平等融入社会呢？ 连和健全人
住在一个宿舍的机会都不给何
谈平等， 作为一个视障人我想
说我们的自理能力适应能力比
某些健全人强很多。

Lama_pacos 的神 经 日
常：学校没错，因为现在学校
并没有盲人专用的宿舍 ，宿
舍人那么多，难免造成麻烦。

梦生小叔叔：都应该相互
理解换位思考，学生家长尽可
能争取到权益，学校也在尽量
在做到分内之事的同时做出
尽可能的让步，毕竟特殊对待
也是因材施教的一部分。

如月 _ 月球咸鱼 p：虽然
是一件寒心和糟心事， 不过
确实是让这个问题暴露出来
了， 社会上应该也会逐渐重
视，不只是学校，各种公共场
所的残障设施建设也会逐步
开始的吧。

1、对于东北师范大学让盲人新生校外租房的做
法，你觉得合适吗？

A、不合适。 为所有学生提供在校学习生活的便
利是学校应尽的义务。 62.9%

B、 合适。 这是基于目前学校条件作出的决定。
29.1%

C、说不清楚。 0.82%

2、 大学是否应该进行全面的无障碍化改造，完
善残障学生就学配套措施？

A、应该。 保障所有人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是政府
的职责，是文明的体现。 71.2%

B、不必要。 投入太大，个案处理即可。 21.2%
C、大学可以自主决定。 0.78%

3、你觉得怎样才能让残障人士更好地融入社会？
A、政府推出相关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做好软硬

件配套。 41.0%
B、将无障碍支持系统纳入包括建筑标准在内的

各项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 38.9%
C、 提高公众对残障的认知， 避免歧视行为。

17.4%
D、残障人士组织起来，和各类公益组织一起行

动推动无障碍建设。 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