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
２０19．7.16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News新闻

史铁生去世这么多年了，
残疾人还只能在街道工厂做工吗？ ■ 本报记者 武胜男

� � 史铁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
散文家，曾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副主席。

1972 年， 年仅 21 岁的史铁
生因病导致下肢残疾，终日与轮
椅为伴。 瘫痪后的最初几年，史
铁生找不到工作，暴躁易怒。

1974 年， 史铁生为了生计，
在北京北新桥街道工厂找到了一
份临时工作， 工作内容是在仿古
家具上画山水和花鸟， 有时还画
彩蛋， 如出满勤每月 30 元工钱。
但他为了看书和尝试写作， 每天
只干半天，一月下来只能领到 15
元，这活儿他一干就是 7 年。

在那个年代，传统观念认为
残疾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工作，
甚至被称为“残废”、视为不祥的
象征，容易被不公平对待。 人们
自动将残疾人与家庭和社会隔
离起来，残疾人能找一份可以被
接纳的工作实属不易。

但史铁生等众多残疾人模
范所作出的成绩， 足以证明残
疾人远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
作， 甚至可以创造比残疾人更
大的价值。

残疾人认知的四种模式

随着社会的包容性发展，人
类对残疾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并
形成四种模式。 一是慈善模式，
认为社会应该给予身心受困的
残疾人以同情和怜悯，通过捐赠
物资或资金来帮助他们；二是医
疗模式，认为残疾是疾病、外伤
等导致的个人问题，通过康复治
疗或是配备辅具来改善状况；三
是社会模式，认为残疾是环境障
碍所造成限制的结果，通过改造
环境、宣传减少歧视来改变残疾
人处境；四是人权模式，人人都
应有平等参与社会的机会，通过
赋权、赋能、提高自信、倡导权利
来实现平等和主动参与。

《残疾人权利公约》中指出，
残疾人包括肢体、精神、智力或
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这些损伤
与各种障碍相互作用，可能阻碍
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
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 将残疾
人视为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与常
人一样平等参与社会，才能从根
源上解决残疾和残疾人问题。 由
此可见，人权模式在社会对残疾
人认知的重要性。

近年来， 残疾人就业方式向
多元化发展。据《中国残疾人事业
发展报告（2018）》统计，我国残疾
人就业形式大致有按比例就业、
集中就业、个体就业、公益性岗位
就业、辅助性就业、农业种养等。

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关
注残疾人群体， 开始为残疾人群
体发起各式帮扶项目。 记者在中
国社会组织网慈善组织信息公开
平台搜索“残疾人”“助残”“障碍”

“聋哑”等关键词，查到 71 条慈善

组织信息、350 条项目信息。
在众多助残公益项目中，大

部分停留在慈善模式、医疗模式
和社会模式， 且多为资助型项
目。 如陕西省慈善协会发起的
“陕西省扶贫助残帮困”项目，计
划资助 2000 户贫困残疾人，每户
500 元，共计 100 万元；江苏省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助行行
动”， 向全省下肢残疾人配发轮
椅；广州市慈善会发起的“2019无
障碍爱心地图项目”，通过网络助
残平台展示广州市内无障碍设施
的地点和种类， 为残障人士出行
导航，使出行更方便。

相比于前三种模式， 人权模
式多体现在赋能型公益项目，如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的
“最美传承”项目、无锡灵山慈善
基金会发起的“盲人客服培训蚂
蚁”项目、岳阳市慈善总会发起的
“重度残疾人就业培训”项目等。

赋能型项目挑战更大

赋能型公益项目相比于资
助型公益项目对残疾人群体来
说更有实际价值及长远意义，但
运作难度更大。

以“最美传承”项目为例，项
目旨在挖掘残疾人在“非遗”传
承方面的潜能，影响项目参与者
和社会大众之残疾观念发生转
变，看到残疾人创造的无差别的
社会价值，从而改变自己对残疾
的认知。 从 2018 年 10 月启动至
今， 该项目开设一个景泰蓝试
点， 共资助 5 名残疾人学徒，跟
随非遗传承人学艺就业， 但目
前，第一个试点的 5 名残疾人学
徒只剩 1 名还在继续。

“最美传承”项目负责人周娜
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因项目服
务的是残疾人群体， 所以在试点
选择上， 需要合作伙伴同时具备
很多要素，如企业主有没有爱心、
能否接纳残疾人， 生产的产品是
否受欢迎、价值高不高，有无可持
续订单，市场生存能力如何等。

经过大量的前期调研，周娜
选择红伟景泰公司作为第一个
合作伙伴，在北京市平谷区刘家

店镇刘家店村设下第一个学徒
培训基地， 命名为“最美景泰
蓝”。 红伟景泰公司作为一家规
模不大的景泰蓝生产企业，不仅
有用工需求，而且对残疾人的接
纳度很高。 因为此前公司通过市
场招聘方式，录用了听障残疾人
万波，在工作中发现他的潜力并
将其培养成为掐丝车间的主任。

周娜说，万波的案例说明企
业主对残疾人有足够的认知，这
也是红伟景泰公司被选为合作
伙伴的重要原因之一。

项目最初招收了 4 名学徒，
其中 1 名通过北京市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招收，在试点学习工作
了半年就因个人原因离开；另外
3 名来自全国各地， 文化程度较
高，从特教学院毕业，也是只坚
持了半年没打招呼就离开了。

据周娜分析，4 名学徒离开
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企业
主提供的住宿条件一般，在比较
偏远的村里， 实在不如城里；第
二，首批学徒可能家庭经济条件
并没有那么困难，这份工作对他
们来说并不是必需的； 第三，以
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会找到更
轻松的工作；第四，在找残疾人
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其中有一
名学徒是北京人，北京的残疾人
就业率本来就低，可能心理上就
认为， 我在家等着拿补助就好，
干嘛要出去工作。 ”

4 名学徒的离开，说明“最美
传承”项目的第一个试点是失败
的，不足以形成好的模式。

目前，“最美传承”项目招收
学徒的方式主要靠各地方残联推
荐残疾人名额。 周娜向《公益时
报》记者表示，最没有想到的是在
找残疾人环节上出了问题。 因为
她的工作本身就在残疾人体系
内，在发现找人出现问题后，周娜
便照着这个思路去解决问题。

在去全国贫困县山西永和
做筛查时，周娜遇到了当地县残
联理事长，当理事长听周娜说了
“最美传承”项目时，他说：“我们
这儿就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 ”
当即，理事长就带周娜去了他口
中残疾人的家里。

白永晶是一名听障残疾人，
生长在贫困县的一个普通家庭，
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以屠宰为
生。 听闻通过这个项目能去北京
学手艺，又能拿工资替家里分担
重任，白永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难得的机会，很是开心，家里人
也非常支持，第二天就收拾行李
跟随周娜来到了“最美景泰蓝”
项目点，成为了“最美传承”的第
5 名学徒工。

7 月 9 日， 经过一个月的学
习、工作白永晶已经拿到了第一
个月的学徒补贴，他开心地将这
个消息分享给他的家人和周娜。
而白永晶能在“最美景泰蓝”项
目点学习多久，还不得而知。

据周娜介绍，“最美传承”项
目首期将投入逾 300 万元，用以
推动残疾人通过非遗项目就业。
今年将增加景德镇陶瓷厂和四
川蜀绣基地两个点，计划帮助 60
位残疾人学到非遗传承手艺参
与就业。

项目点的开设和合作伙伴以
及资金有关系， 企业主以经济利
益为主，更愿意雇佣成熟工人，所
以就需要项目拿出一部分钱帮他
们来培养残疾人学徒。 学徒做坏
的景泰蓝、损耗的材料需要付费，
目前试点企业主每招收一名景泰
蓝学徒每年可获 7.5 万元资金支
持，学徒每人每年可收获 6万元。

周娜告诉记者， 这一番下
来，她真切体会到了赋能型项目
的难做。 接下来要做的，是怎样
有效地找到残疾人。 因为项目刚
起步，没做过相应的传播，虽然
贫困县的残疾人有就业需求，但
是因信息不对等、传递不到地方
残联，所以不能有效传达。

当地残联的一位村级专职
委员告诉周娜，他的工作方式是
这样的： 上面有文件要传达时，
有时会打电话通知村里的残疾
人，有时请就附近老乡帮忙带个
话，很少走到每户残疾人家里去
专门传达信息。 被问到有没有微
信群，专职委员说“手机没有信
号”， 当地残联理事长有个工作
微信群，里面有 40 多个人，但整
个县里有 70 多个村。 如此情况，

信息传达都难，何谈高效。
《残疾人非遗就业价值报告》

指出，残疾人非遗就业为非遗和残
疾人创造了真实效益，具有一定的
发展意义。目前残疾人非遗就业发
展规模较小， 社会关注度较低，残
疾人非遗就业项目还存在一些困
难亟待克服，如沟通耗时长、培训
成本高、环境待完善等。

中民救助研究院院长宋宗
合对“最美传承”项目做出评价：
残疾人有独特的审美视角，通过
非遗项目培训，不仅可以让非遗
继承有人，还能让残疾人实现自
身价值，创造不一样的美，但项
目效益要根据非遗的市场接受
程度和残疾人自身情况而定。

树立现代残疾人观念

近年来， 我国残疾人就业
率、就业规模和就业服务取得很
大进展，但在总体就业十分严峻
的大背景下，作为困难群体的残
疾人就业更为困难，存在就业层
次低、收入水平低和发展不平衡
等问题。

《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报告
（2018）》指出，虽然我国残疾人事
业发展总体状况向好，但仍然存
在一些问题，比如：歧视残疾人
的社会环境仍然较为严峻，管理
体制的条块分割影响残疾人事
业发展，缺乏引导和鼓励社会组
织参与残疾人事业的政策体系，
残疾人事业法律的有效供给不
足，执行力不强，残疾人事业政
策的普惠程度不高，残疾人事业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

报告提出，应不断完善中国
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框
架，明确和强化各级政府在残疾
人事业中的具体责任，加强领导
和统筹，推进地方政府落实残疾
人基本公共服务，建立残疾人事
业投入与财政收入水平同比例
增长机制，加快推进残疾人公共
服务均等化，加强残疾人权利的
落实和监督，完善以家庭为特征
的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社会支持
体系，加强宣传教育，树立现代
残疾人观念。

� � 2018 年 12 月 13 日，“最美传承”第一个基地“最美景
泰蓝”举行了挂牌仪式

白永晶在学习景泰蓝制作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