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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祖奎   贵州煜众律师事务所

杨云蕾（女） 贵州联通律师事务所

夏生荣    贵州贵达（六盘水）律师事务所

云南

伍志旭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周文曙   云南明靖律师事务所

耿国平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

夏 忠   上海段和段（昆明）律师事务所

符林山   北京北斗鼎铭（昆明）律师

      事务所

鹿 斌   云南八谦（昆明新区）律师

      事务所

雷志鑫   云南众济律师事务所

濮鹤周   云南弘石律师事务所

西藏

辛建伟   西藏源尚律师事务所

陕西

王 新   陕西康铭律师事务所

冯 宇   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

祁厚玉   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

杜 博   陕西英培律师事务所

尚淑莉（女） 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

雷西萍（女） 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

魏新峰   陕西泰普律师事务所

甘肃

王文灿   甘肃重光律师事务所

吕民国   甘肃陇凤律师事务所

陈玉萍（女） 甘肃中立源律师事务所

彭聚钊     甘肃开诚律师事务所

青海

董博俊     青海立詹律师事务所

宁夏

王树忠     宁夏大远律师事务所

吴海燕（女）   宁夏言卓律师事务所

新疆

王惠明     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

冯念仁     新疆资本律师事务所

吐逊·依不拉音 新疆米赞律师事务所

陈 镭     新疆爱博律师事务所

兵团

袁世东     新疆皓宜律师事务所

军队

张立业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政治

        工作部

林建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政

        治工作部

其他

何瑞琦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职律师）

何春霭      国家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公职律师）

李 佳     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公司律师）

韩 潇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律师）

全国优秀律师（289名）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杨蕙嘉

  40来岁的王强（化名）如今在一

家知名互联网公司的社会责任部门

工作，妻子在盲人手游公司从事媒体

运营的文字工作。夫妻两人都有一份

不错的工作，这在盲人群体中可以说

是凤毛麟角了。

  不错的工作，来之不易，其中的

辛酸，王强深有体会。近日，他向《法

治日报》记者述说了找工作的心路

历程。

  来自河北的王强是一名先天性

视障人士。年少时，王强和大多数盲

人一样，学习推拿按摩，并从事了一

段时间的按摩行业。但他没有安于现

状，果断辞职，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

学院学习音乐，追求梦想。

  王强介绍，他所上的学校不是封

闭式的盲人学校，而是开放式教学，

他和音乐学院的普通大学生一起上

课。这种教学方式，让他没有因为是

盲人而得到“特殊关照”——— 课堂上

使用的教材是统一的，没有盲文版

本，也锻炼了他自强不息的秉性———

自己录音做笔记，刻苦学习。

  “相比于盲校，能去普通学校就

读是幸运的，也是一种较好的学习方

式。”在王强看来，盲人学校有局限

性，不仅接触人员单一，且这类学校

虽然会开设一些文化课和康复科，但

大多只有按摩及音乐相关的专业，有

些甚至只有按摩专业，限定了个人的

就业。

  因为学习努力，王强的成绩优

异。毕业后，他信心满满地开始找工

作，向招聘企业投了不少简历，不料

被泼了一盆又一盆冷水。

  “面试环节太难了。”他回忆道。

  “往往招聘人员看到我是盲人

后，马上就把我pass掉了。虽然我也

曾据理力争，努力告诉对方我生活可

以自理、具备哪些工作能力等，但似乎完全没有

用，因为对方的焦点只放在‘你是个盲人’这一

点上。”王强说，令人受伤的话他也不是没有听

过，有一家公司的面试官直言“你来我们这上

班，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我们还要派人伺候你”。

  在很多招聘者眼里，盲人什么也干不了。

“我不敢说自己空有一身本事，但最起码是学了

些东西的，可因为我眼睛看不见，就没人相信我

有工作能力，甚至没有人愿意倾听。”王强说。

  求职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让王强记忆犹

新：在工作简历上，需要填写健康状况，他认为

自己是健康的，视障不是健康问题，而一些招聘

单位却认为他对此有所隐瞒。

  刚开始，他还不信邪，但多次碰壁后，也不

得不接受现实。

  对于这些企业，王强也表示理解：“企业有

顾虑很正常，招聘盲人肯定会考虑其工作能否

胜任，上下班通勤会不会出问题，出问题算不算

企业的责任等。”

  在他看来，很多企业之所以不接纳盲人就

业，根本原因还是大家对盲人群体的了解太少，

刻板印象太深。“如果身边没有亲朋

好友是盲人，又没有深入接触过视

障人士，一般人确实很难想到，很多

盲人不仅日常生活没问题，参与社

会活动、开展工作一样没问题。”

  特别幸运的是，在王强一筹莫

展，甚至有些麻木之时，朋友为他介

绍了一家愿意接收盲人的企业，在

进行充分沟通后，他得以进入这家

企业工作。“熟人介绍”成为他职业

发展的关键，后来换工作也变得较

为顺利。

  经历了多份不同的工作，王强

直言，盲人开始工作时确实存在不

少困难需要克服，也需要所在企业

的有力支持。

  他告诉记者，现在智能手机几

乎都可以转换成盲人模式，手机无

障碍屏幕朗读工具打开后，可以为

盲人读取相关内容；如果工作需要

用电脑，也可以安装一个屏幕朗读

功能的程序，辅助盲人使用大多数

办公软件，如Word、Excel等。

  “简单地说，一般人是看着操作

手机、电脑，我们是靠听觉来操作手

机、电脑，获取屏幕信息、开展工

作。”王强说，盲人可以和普通人做

得一样好，前提条件是企业为盲人

提供一定的支持，比如将企业内部

软件工具无障碍化，因为一些特殊

软件、App需要符合朗读标准，否则

就会出现难以读取的问题。

  对此，他解释说，这就像要招聘

一个坐轮椅的人，企业需要把坡道、

厕所转角等做好，并在屏幕朗读、软

件无障碍化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

  虽然可以正常工作，但王强也

不否认，工作中也会遇到一些常人

不会遇到的困难。比如盲人为了读

取信息需要戴耳机工作，但一些工

作环境是开放式的，有的是几十人

在一起的大屋子，比较嘈杂，对戴耳

机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有传言说盲人可以听声辨人，但我只能辨

认同组工作的熟人，其他组的同事我就分辨不

出了。有时其他组的同事和我打招呼，因为我看

不到别人的表情和方向，我不知道他们在和我

交流，可能就没法回应人家，所以在社交方面也

会有些问题。”王强说，延伸到工作上，当遇到需

要他主动发起跨组协作的工作时，线上可以完

成，但线下就存在困难，因为他不知道同事坐在

哪儿，当时在不在座位上。

  他告诉记者，盲人圈流传一句自嘲的话，

“想在朋友中找个做其他行业的难，但想按个

摩，那熟人特别好找”。

  现在，情况正在慢慢发生改变，王强的盲人

朋友中，有的做直播、有的写代码、有的做销售、

有的做律师。当然，大部分人还是在做推拿

按摩。

  了解才能理解，理解才能信任。对于目前盲

人的就业现状，王强呼吁大家放下偏见去深入

了解一下这个群体，不要想当然，“盲人能做的

事很多，盲人可以自力更生，希望社会能给予这

一群体更大的包容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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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就业，除了推拿按摩还能干些啥
记者调查盲人就业现状   ● 总体上看，盲人就

业仍以按摩为主，按摩是盲

人就业最重要和容纳就业

人数最多的一个渠道。主要

原因是盲人群体的综合文

化素质还有待提升

  ● 当下盲人就业已逐

渐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

一些盲人从事钢琴调律、心

理咨询、教师、公务员等工

作，以及在互联网企业中从

事销售等岗位

  ● 要不断改善基础教

育、高等教育，提升盲人群

体整体的综合文化素质和

专业素养；要正确认识残疾

人群体的价值，明确招收盲

人在内的残疾人是企业应

尽的社会责任；应提供相应

政策扶持，给予政策鼓励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杨蕙嘉

  河北人张旭今年38岁，患有先天性眼疾，以前白

天还能看见，在家务农搞养殖。可随着年龄增长，眼疾

不断加重，“眼睛看不见了还能干点啥”是他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

  后来，他选择了一条绝大多数盲人的就业路———

推拿按摩。2016年，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免费的盲人学

习班，学习按摩理论和按摩手法。学习过程并不轻松，

40个学员的学习班，有些人并未坚持下来，或最终并

未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而张旭顺利完成学业并进入

河北保定一家盲人按摩店工作至今。

  “自己能干点啥？”这也是40来岁的盲人王强（化

名）一再思索的问题。他不愿安于现状，最早从事过推

拿按摩，后来又进入高校学习音乐，毕业后自己创过

业、从事过公益事业，如今在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的

社会责任部门工作。

  在王强看来，自己能从事不同工作是幸运的，“不

管我们承不承认，对于盲人群体来说，主要就业渠道

还是按摩”。

  “总体上看，盲人就业仍以按摩为主，按摩是盲人

就业最重要和容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一个渠道。”中国

盲人协会副主席、北京盲人协会主席何川近日接受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主要原因是盲人群体的综

合文化素质还有待提升。

  何川同时也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盲人提升文化

素质，越来越多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以及信息技术的

发展，当下盲人就业已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一

些盲人从事钢琴调律、心理咨询、教师、公务员等工作，

以及在滴滴、苹果等互联网企业中从事销售等岗位。

  他进一步分析说，信息技术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

盲人能够使用互联网，并为其就业提供了多种可能，

例如在音乐交易平台从事音乐编曲作曲、在喜马拉雅

等App中录制有声书等。

  “特别是录制有声书，我了解到越来越多的盲人

正在对此加强学习，有部分人已成功就业。”何川说，

这种在喜马拉雅App等平台录制有声书，按小时计

费，是一种新颖且适合盲人的职业。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有企业关注到了盲人智能

应用领域的市场，同时也积极吸纳盲人就业，北京心

智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心智互动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无障碍信息化，为

视觉障碍人群打造无障碍智能应用环境，提供线上社

交及精神娱乐产品和服务的公司。该公司在不同岗位

都聘用了盲人，盲人员工占到公司员工的三分之一。

  “除了企业本身吸纳盲人就业，请盲人担任程序

员、产品经理等职位外，我们还努力推进适合盲人职

业发展的就业线，包括声书配音、盲人主播、盲人电竞

等。”心智互动公司市场部总监余海菊说，希望通过心

智互动的示范让更多企业加入进来，一起积极推进盲

人就业多元化，让盲人更好地融入社会。

  余海菊坦言，在招聘时，对于视力障碍者，许多公

司会担忧他们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些工作，需不需要特

殊照顾。其实只要在盲人入职时，公司稍微提供些便

利，如将其工位安排在边上，方便其出行和上厕所；入

职前几天带其熟悉办公环境以及周边的便利店、地铁

站等就可以了。在工作过程中，盲人员工都非常出色，

很多人的工作能力很强，可以圆满完成工作。

  余海菊说：“我刚进入公司时对盲人同事不了解，

想着要帮他们打水，但实际情况是根本不需要，大家

生活自理能力非常强，和普通同事一样办公生活。”

  即便如此，“仍以按摩为主”也表明了盲人就业渠

道的狭窄。受访者也认为，对于盲人的就业歧视不同

程度的存在。实际上，目前很多盲人已和普通人一样

能够使用电脑、手机等产品，但在就业市场中，不少招

聘人员根本不考虑录用盲人。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李静博士认为，想要消

除歧视，充分宣传是大前提。她提出三点建议，首先是

向企业、公众宣传盲人群体的基本情况，消除心理上

对盲人群体的不认可，让大家意识到盲人群体不是没

有工作生活能力，进入企业不是增加负担，而是能够

实实在在地创造价值；

  其次，要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近些年

来，部分电商、互联网企业积极为包括盲人在内的残

疾人提供就业岗位，大多数盲人也可以胜任这些工

作。这项工作需要进一步推广。

  最后，要形成良好的就业环境，政府部

门要提供相应的政策扶持，进一步落

实目前已有的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减免政策等。

  “可以考虑给予用人

企业一些用工上的政

策扶持，让他们雇佣

盲人等残疾人时，

还能够助力企业

的发展，真正实

现‘双赢’。”李

静建议。

  何 川 也

强调宣传的

重要性：一方

面是让更多的

人了解 ，盲人

有能力胜任大

多数工作，能够

实现自身的价值，

另一方面是让企业

明白，录用盲人并不

是社会公益事业，不要把

录用盲人理解为慈善事业，

这是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就进一步推进盲人就业多元化，

何川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是盲人群体层面，国家要不断地改善基础教

育、高等教育，不断提升盲人群体整体的综合文化素

质和专业素养；

  第二是社会、企业层面，要正确认识残疾人群体

的价值，明确招收盲人在内的残疾人是企业应尽的社

会责任；

  第三是政策层面，一方面吸纳盲人就业不能让企

业承担全部责任，对有意愿的企业，应提供相应政策

扶持，给予政策鼓励，另一方面要更多地为参加职业

资格考试的盲人提供合理便利。

  “近些年盲人就业情况总体趋势是好的，去年就

有盲人顺利考上了公务员。希望未来有更多企业对盲

人 开 放

工 作 的 机

会 ，同时也希

望有更多职业资

格考试不要把盲人挡

在门外。”何川说。

  在李静看来，盲人群体可以从事的行业

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在倡导融合教育的背景下，如果

融合教育可以推行，能够在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特色教

育，完成一个学科体系的建设，就可以实现学校的教

育体制和专业选择多样化，促进盲人教育与社会就业

方向之间的有效对接。

  “过去，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水平不够发达，盲人

群体大多选择从事按摩等传统行业，而互联网技术高

速发展的今天，利用AI等智能技术为盲人群体提供无

障碍的工作环境已成为可能。”李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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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河津市公安民警辅警正在开展堤坝抢险

加固工作。

 本报记者 马超 王志堂 本报通讯员 河公宣 摄

  图② 降雨之后，临汾市公安局组织民警开展

抢收秋粮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记者 马超 王志堂 本报通讯员 范建刚 摄

  图③ 稷山县交警将被困水中的学生和家长一

一救出。

 本报记者 马超 王志堂 本报通讯员 李东兴 摄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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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日来，山西持续降雨，造成山体滑坡、道路中断、房屋倒塌、人员伤亡等。全省公安机关全面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广大民

警坚守一线，全力协助相关部门做好灾害防控和救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