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近日，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了全省首次盲
人模拟主播大赛， 由从全省选拔出来的选手

进行主题演讲。 他们当中，有的人梦想很明确要成为主
播，有的则是为了见见世面。 作为参赛选手之一的郑剑
泽，在上午参加完了当天的表演之后，并没有参与到后
续的比赛中，而是默默离开了现场，开始了他自己做网
络直播前的准备工作。

网络主播， 眼下正成为视障群体在按摩店之外的
另一个工作选择， 一些有着才艺基础的人已经成了直
播平台关注的重点，逐渐转型成为网络主播，进入到这
个‘流行’的行业当中。

无论是盲人按摩店的经营困难， 还是日常演出的
减少，疫情不可避免地也给视障群体带来了影响，那些
失业者的再就业问题受到了关注。 而当他们走出曾经
的‘圈子’发现，原来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等待着他们
的加入，有声书主播、视障直播平台主播等岗位都向他
们敞开了怀抱，带来更加多元化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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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街头艺人到网络主播

视障人士：寻找新的“光”
从街头艺人到网络主播

今年 28 岁的郑剑泽家乡在
广东云浮， 他是一个视障人士。
2010 年在家乡县城逛街时，他听
到了一阵美妙的音乐声，顺着声
音，他来到了一家琴行的门口。

“当我进去的时候，知道是
一个叫‘林老师’ 的人在弹吉
他。 ”郑剑泽回忆，林老师当时问
他是不是要买吉他，他没有马上
回答，因为他口袋里并没有多少
钱。 当林老师问他是不是想学吉
他时，他点了点头。 当老师问及
有什么特长时，郑剑泽现场唱了
一首歌。“可能是我的歌声打动
了老师吧。 ”郑剑泽说，之后老师
决定免费教他弹吉他。

随后的几年，郑剑泽一直跟
随林老师学吉他。 到了 2014 年，
他为了能够赚到继续进修的费
用，向堂姐借了 600 元买了一个
音响，当起了街头艺人。

“当时有一个网友说我唱歌
那么好听，他刚好认识江苏那边
一个艺术团的人，就把我介绍了
过去。 ”于是，在那之后郑剑泽就
开始了随艺术团的“漂泊之旅”，
只要有演出就会奔波在路上。

从 2014 年到 2019 年，郑
剑泽在艺术团待了五年，工资
从 2000 多 元 涨 到 了 3000 多
元，演出场地由户外路演变成
了剧场演出，但他始终觉得自
己在“漂泊”。

他告诉记者，去年疫情发生
后， 艺术团的许多演出都取消
了。 于是郑剑泽又到朋友那里学
习了盲人推拿，“其实推拿店的
生意也不好做，作为新手可能一
天也接不到一单。 ”

2020 年底，郑剑泽经过培训
成为一名网络客服，主要接待一
些有纠纷的客户。“如果每天坚

持坐在电脑前八个小时，一个月
可能会有 2000 多元的收入。 ”他
说，但是已经习惯了“漂泊”的他
很难做到一天坐那么长时间。

由于此前在艺术团主要是
负责唱歌和演奏乐器，郑剑泽坦
言， 他还是有一种表演欲的，希
望别人能够听到自己的歌，听到
自己演奏的乐曲。“我之前也玩
盲人的直播软件，但只是作为一
个游客聊聊天而已； 后来想想，
我自己也可以直播啊。 ”郑剑泽
回忆，当时刚好有平台在招收视
障主播，他便报了名。“多元化就
业嘛。 ”

“我主要做才艺方面的主
播，就是唱歌、表演、脱口秀，给
大家带来快乐。 ”郑剑泽说，刚开
始的时候比较难，一个月只能赚
到几百元，也有过想打退堂鼓的
时候，但多亏朋友们的关心和鞭
策，他又坚持了下来。

“我还记得一开始几次直播
是讲公开课，教别人如何唱歌。 ”
郑剑泽说，由于他入驻的平台是
专门针对视障群体的直播平台，
所以平台上也都是视障用户，用
声音来教学讲述，他们会更加容
易接受。

“在直播间里稳定下来”

在正式成为网络主播之后，
郑剑泽经验逐渐丰富，现在已经
可以拿到 2000 元左右的薪酬，
“我相信通过努力， 将来会越来
越好。 ”

郑剑泽发现，他进入主播行
业之后，周围的视障朋友也渐渐
进入到这个行业来。 正所谓“干
一行爱一行”， 每次进行直播之
前，郑剑泽都会花上两三个小时
准备粉丝们喜欢的歌曲、段子之
类的，然后再进行时长两个小时
的直播。 此外，他还会兼职做网

络客服的工作，继续接待一些有
商品纠纷的客户。

“其实在家里能够养活自己
就已经很满足了， 不用风吹雨
打，不用到处漂泊。 ”郑剑泽表
示，做主播最主要的要有随机应
变的能力，无论之前准备得多么
充分， 都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
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就显得尤为
重要，有时候通过一句话或者一
个粉丝的名字，都能联想到很多
的“笑点”，如果没有这项能力很
可能就会面临“词穷”。“才艺的
话也不能总是一直唱歌或表演，
粉丝都会有审美疲劳的。 ”

已经漂泊多年的郑剑泽渐
渐在家乡的直播间里稳定了下
来，“我之前谈了个恋爱”， 他希
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未来
的日子更加稳定。

“想当主播普及小儿推拿”

由于周围的视障朋友很多
都当了有声书主播，来自河源的
肖丽娟也想对主播这个行业做
一些尝试。

她告诉记者，目前她的视力
看人是能够看出轮廓，但是样貌
就看不清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的视力也会变得越来越低。

“我现在在康复医院做小儿
推拿。 ”肖丽娟说，小时候她的视
力就比较弱， 上学看不到黑板，
大概在五年前白内障眼底病变
之后就更看不到了，“现在的视
力问题也影响到了工作。 ”她介
绍，小儿推拿一般情况下都会进
行望诊，看小儿的面色、舌象，但
对于她来讲就比较困难。

此次参加模拟主播大赛 ，
肖丽娟表示， 她在短视频软件
刚推出的时候就开始玩了，当
时还录了几首歌， 但都没有露
脸。“以后如果有机会做了主

播， 我也会向普及小儿推拿知
识方向去努力。 ”

她告诉记者，她身边有些视
障的朋友以录书为主，也能够通
过主播这个职业来维持生活。

“希望与更多‘明眼人’互动”

来自汕头的黄梓婷在 14 岁
时因为眼疾视力逐渐下降，在 18
岁时便完全失明了。 她告诉记
者，她从小便对画画、舞蹈非常
有兴趣。 在患上眼疾之后，她发
现自己从音乐中可以陶冶情操，
于是开始学习钢琴，慢慢地便走
上了专业的路线。

此次报名参加模拟主播大
赛，黄梓婷说，她在平时也关注
主播这个行业，同时家里人也有
意让她从事，所以就过来尝试一
下。 她表示，自己想做直播带货，
还有线上的钢琴教学课程，对于
视障主播来说，线上的教学会比
线下的教学容易一些。“我希望
能够不局限在视障人士的群体，
而是能够接触到更多‘明眼人’，
能够与他们进行互动。 ”

“做出改变，创造精彩”

来自茂名的李伟健今年 26
岁，先天性低视力，自他记事开
始就没有看清过周围的世界。 他
告诉记者，他上学时没有办法看
清楚黑板甚至桌子上的书，只能
靠听才能学习。 读完小学后，他
就留在家里帮忙做农活，因为视
力问题，家人担心他在社会上找
不到工作。

直到今年 9 月份，在茂名市
残联的推荐下，李伟健才来到茂
名市爱心残疾人职业培训学校
进行学习。

至于为什么会到广州来参
加模拟主播大赛，李伟健说：“老

师们教导我要上进，把握住每一
次机会， 勤奋的人运气不会太
差。 ”

“我的参赛题目是《改变》，
希望通过自己改变的故事，去感
染更多像我一样的视障人士做
出改变，走出自己的小家，然后
创造自己的精彩。 ”李伟健说，自
己希望能成为一名正能量主播，
通过正能量去影响更多像他一
样曾经自卑的视障人士。

“想结合工作直播分享知识”

今年 40 岁的连玉莲来自清
远， 她经营着一家盲人按摩店。
她告诉记者，参赛是因为想给自
己一个机会展示自己。“如果条
件允许， 还是希望能够做主播
的。 ”连玉莲解释，她主要是想将
直播的内容与自己的工作联系
起来，推广一些按摩方面的保健
知识。

她回忆，2003 年她到北京按
摩医院学习按摩，当时医生说等
她到了 50 岁就完全看不到光
了。“当时的视力还可以，只是晚
上才看不清楚。 ”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连玉莲的视力也变得越来
越差，到了 2010 年前后已经不能
正常工作了。

“当时我还是很自卑的。 ”连
玉莲说，当时很难自我调节，“是
一个我做康复时认识的残疾人
爷爷鼓励了我，才让我重拾信心
做起了盲人按摩。 ”

主播，这个眼下的“新兴”行
业吸引着各个年龄段、各种职业
的视障群体，“稳定熟悉的环境”
“不必在路途中奔波”，成为吸引
他们不断涌入其中的原因。 随着
他们的加入以及各个平台的逐
渐关注，视障人群或许也将成为
主播行业中的一支“生力军”。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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