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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第一本信息无障碍专业图书发布
■ 本报记者 王勇

春天能到外面走一走，盲人
陈翠珍心里开心极了。

前不久， 她和 72 位盲人游
客一道，在志愿者陪同下，来到
宁波市郑氏十七房景区，参加了
名为“触摸春天”的春游活动。 此
次活动，宁波市海曙区“81890 光
明俱乐部” 联合近 30 家单位和
公益机构做了全程保障。

“触摸春天”，作为“光明俱
乐部” 服务盲人群体的一项内
容，已坚持了 10 年。 俱乐部还为
盲人提供“看”电影、借书、上网、
文艺演出等服务。 如今，不独海
曙区，这一精准助残创新模式还
在宁波北仑、慈溪、奉化和浙江
金华等城市遍地开花。

众人帮扶“看”电影

3 月 10 日下午，年过古稀的
盲人倪北海，又和几十位盲人朋
友相聚在了光明电影院，这天看
的电影是抗战影片《百团大战》。

每月第一个周六的下午，出
租车司机志愿者夏慧星和林金
良等人，都会专程接上盲人朋友
来到宁波 81890 求助服务中心
“看”电影。

整部电影的放映过程除了
正常的角色对白外，还有讲解员
不间断地通过旁白来介绍画面
背景、角色举止和故事情节。 偶
尔穿插的几句宁波老话，把盲人
们乐得笑逐颜开。

“创办光明电影院， 缘于一
个倾诉电话。 ”曾任“81890”负责
人的胡道林说，2007 年底， 一位
盲人朋友给求助服务中心打来
电话， 诉说自己在 50 岁那年因
病失明后， 几乎没有了文化娱
乐，生活枯燥苦闷。

“他们虽然看不见， 但听觉
很灵。 我当时就想，服务中心能
为盲人做什么？ ”胡道林说。关注
到这一特殊群体后，“81890”联合
海曙区残联创建“光明电影院”，
并向社会招募讲解志愿者。 讲解
志愿者吴云飞回忆，2008 年 2 月
23 日下午，电影院正式向盲人放
映了第一部影片《暖春》，他用宁
波方言声情并茂地演绎，不少盲
人流下激动的泪水。

后来，每月一次的“看”电影
成了盲人朋友们的期待，有人义
务来回接送、 有人搀扶他们上
楼、 有人负责讲电影给他们听
……截至去年底， 光明电影院
“观影”的盲人达到 10354 人次。

2009 年 5 月，应盲人朋友的
需求，“81890”在光明电影院的基
础上形成了集电影院、图书馆、网
吧、 活动中心于一体的综合性公
益组织———“81890光明俱乐部”。

爱心精准送到家

因为“81890”，盲人的活动半
径扩大了。“让他们走出家门，融
入社会，仅靠服务中心的力量还

是不够。 ”“81890”主任金莹说。
在宁波，越来越多的社会力

量参与了进来。
为了办好此次“触摸春天”

春游活动，宁波交警一早就为爱
心车队开设交通信号“绿波带”，
交警部门的志愿者陆明光和出租
车司机志愿者夏慧星一起， 去踏
勘了爱心车队行驶线路、 交通情
况和停车场地……这样的志愿服
务，陆明光坚持了 7 年；为了保证
春游质量，近 30 家单位和公益机
构的志愿者参与了进来， 为盲人
朋友提供“一对一”服务。

考虑到盲人出门“看”电影
出行不便和安全问题，俱乐部联
系了省级文明车队夏慧星车队
的志愿者。 还制定规范，要求车
队司机如遇盲人单独在家的，在
出门前要负责检查盲人家中水
电是否关闭，在路上不能随意让
盲人下车等。 目前，宁波市出租
汽车协会下的 16 个品牌车队
400 多辆出租车， 定时参加每月
一次的接送盲人志愿服务，截至
去年底已接送近 2000 车次。

为了让志愿服务规范化、专
业化， 俱乐部请来优秀志愿者现
场讲解，专门制作接送、陪护的教
学视频。“志愿工作仅凭热心肠是
不够的。 例如给盲人讲解电影就
不容易， 前一个多月就要做准备
工作了， 电影要反复看上 10 多
遍，还要看影评、写讲稿。 ”来自宁
波海关的义务讲解员钱帅宇说。

今年， 针对 75 周岁以上出
行不便的盲人，俱乐部又专门设
立了“81890 爱循环”小分队，安
排志愿者每月定人、定时“送爱
到家”，教盲人学盲文、制作有声
图书、代购日用品、维修家里物
件等服务一应俱全。

“目前， 光明俱乐部已有 50
余支志愿者队伍、3000 多名志愿
者，提供志愿服务 8000 多次。 ”
俱乐部负责人史文娟表示。

创投项目频孵化

10 年来，光明俱乐部也在不
断摸索中成长壮大。 如何让志愿
服务变得更有序、更专业成为新
的要求。“在今年两会上我们能
看到国家对公益事业的关注，
‘促进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
志愿服务健康发展。 ’盲人群体
需求的特殊性，也激励他们不断
提升自己的专业化服务水平。 同
时，也倒逼职能部门必须从‘群
众需求第一’的角度出发，做好
分内事。 ”海曙区残联理事长邱
少军说。

“下一步， 我们将深入开展
精准康复、精准就业、精准助学、
精准保障，不让一名残疾人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
队’。 ”邱少军介绍，同时，还将花
大力气推进助残公益项目发布、
筛选、孵化活动，将品质控制、人
才培训发展成为完整链条，将枢

纽型助残平台作为政府实事工
程来抓，全面打通社会力量参与
助残服务的通道， 真正让 1.8 万
余名残疾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宁波，正向残疾人和更多的
弱势群体敞开怀抱。

如今， 海曙区各类公益慈
善、 助残志愿者团体多达 500
余个， 固定志愿者超过 4 万
名，OK 管家部、北斗心灵关怀
社 、恒爱公益编织站 、添翼助
残工作室等一大批品牌组织
在群众中颇有口碑。“馨之园”
社会助残服务中心致力于即
时对接残疾人个性化需求，该
中心以小资金撬动大爱心的
形式孵化了 54 个社会助残项
目供社会爱心力量认领，并组
织志愿者长期服务，至今受惠
2.1 万多人次。

“目前，像光明俱乐部这样
‘造血’功能强大的公益组织毕
竟不多，为了鼓励、扶持更多草
根公益团队更好地奉献社会，
海曙区创造出‘公益创投’模
式，将‘企业创投’的做法运用
于公益事业。 ”海曙区民政局局
长宋文夫说，目前已累计有 900
多个公益创投项目吸引 1325
万元社会和政府的公益金支
持，这些资金从申请、审核到审
批、拨付，都由区纪检、审计部
门参与督查， 确保每一分钱都
花到刀刃上。

（据 《人民日报》，略有删节 ）

十年间，盲人爱上电影院

3 月 28 日下午，由信息无障
碍产品联盟（CAPA）主办、信息
无障碍研究会承办的首届科技
无障碍发展大会在北京举办。

国内第一本信息无障碍专
业图书《信息无障碍：提升用户
体验的另一种视角》 在会上发
布，这一新书填补了国内信息无
障碍领域专业书籍的空白，从行
业发展、标准法规、产品技术案
例等方面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信
息无障碍的多个层面，打通信息
技术产品的通用性关卡，提倡所
有人都能通过互联网平等地获
取信息。

全方位普及无障碍理念

如果看不见，听不清……你
能想象没有互联网的世界吗？

大会发布了专业信息无障
碍理念宣传片《拒绝失联》，展示
了视障人士、听障人士、老年人
在内的各类庞大群体使用互联
网遇到的种种障碍，并指出信息
无障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

这部宣传片带给人们全新
的思维视角———每个人在特定
的场景下都是障碍人士。 信息无
障碍不仅是社会公平的问题，还
推动着科技和产品创新，给每一

个人带来便捷。
该片由中国盲人协会、中国

聋人协会、 中国互联网协会、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担任指导单
位，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策划出品。

从设计之初考虑信息无障碍

据信息无障碍研究会技术
主管刘彪（也是一名视障者）介
绍，过去的几年，中国互联网产
品信息无障碍呈现出各方形成
合力、产品从少到多、技术从易
到难、服务从简到繁四个趋势。

刘彪指出，目前存在的最大
问题是，很多产品设计之初并没
有考虑信息无障碍，往往到了使
用环节收到用户大量反馈信息
获取困难， 才开始考虑做无障
碍；同时很多产品还没有把无障
碍纳入产品研发流程，一旦大改
版或者人员架构调整，产品的无
障碍情况很有可能出现倒退。 此
外，好心办坏事也时有发生。

刘彪表示， 做好无障碍，理
解标准、了解用户、合理设计、正
确实现，一个也不能少，好心也
要有方法。

《信息无障碍： 提升用户体
验的另一种视角》的出版将有望
改善这一现象。 书里提供了无障

碍设计思路， 供互联网产品经
理、开发人员、前端设计等相关
人士了解信息无障碍设计规范、
标准和场景特性。

不仅如此，书里还列举了许
多信息无障碍提高产品可用性
和通用性的经典案例，收录了来
自腾讯、百度、蚂蚁金服、IBM 中
国等企业的实践案例。

推动更多机构加入

随着无障碍理念的认知度
越来越高，加入无障碍工作的机
构也越来越多。

在此次科技无障碍大会的
尖峰对话环节，腾讯社交平台部
副总经理许华彬、随手科技联合
创始人暨副总裁焦义刚、 小米
MIUI 副总裁李伟星、前 IBM 全
球信息无障碍中心总裁 Frances
West（王馥明）和信息无障碍研
究会首席专家张昆等从公益、市
场等多个角度讨论了信息无障
碍的价值。

许华彬认为，信息无障碍可
以升级为“科技无障碍”，通过科
技最大程度降低障碍用户获取
信息的难度。 作为国内先行者，
腾讯内部多个产品已经把信息
无障碍纳入流程。

李伟星表示，信息无障碍是
用户体验升级，让障碍用户也可
以顺畅使用操作系统。 随着科技
的不断发展，小米也将努力做得
更好，为障碍人群提供更便利的
产品和服务。

焦义刚认为，信息无障碍是
普惠金融的底线， 一定要做，也
确保能够持续做下去。 在与一些
残障朋友接触的过程中，他理解
到信息无障碍实际上是在建设
“希望”和“可能性”。

Frances 认为，从发展的角度
来看，信息无障碍是一种创新机

遇。 尤其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和移
动科技进步非常快，这一定要变
成一个商业策略中心点和企业
竞争的重点。

张昆认为，信息无障碍事关
所有人，是社会公平的体现。 当
然主要面向对象还是残障人士，
但是从残障人士的一些需求想
法或是一些特殊的接口，可以从
无障碍的方法里找出很多创意
或者创新。

“一个关注到信息无障碍的
商业公司，一定是有着优秀人文
文化的优秀企业。 ”张昆强调。

《信息无障碍：提升用户体验的另一种视角》发布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