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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盲人人只只能能做做按按摩摩师师不不符符合合人人性性””
实现出路多样化要靠教育，还有赖于社会接纳程度

连续两天来，本报记
者就“盲人的出路难道只
能做按摩师”这一话题展
开调查，了解到要想实现
盲人就业途径多样化，一
要靠教育，掌握一些力所
能及的职业技能；二要靠
用人单位改变观念，按有
关政策接纳盲人。为保障
残疾人接受教育和就业
的权利，从国家层面到
省、市两级，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
办法，而关键则在于落实
好这些保障措施。

本报记者 王传胜 刘云菲

15日，经营着两家推拿按摩
中心的付东磊介绍，他在这一行
摸爬滚打了四五年，对这一行业
还算了解，随着人们对健康养生
方面的关注，需求量越来越大，但
开店的也越来越多，竞争比较激
烈，总体来说生意不那么好干了。

“正常人创业的话，一个行业不
行，或者不想做了，可以再去尝试
其他行业，但对于盲人来说，可选
择的余地微乎其微。”

因此，尽管行业不景气，付东
磊还是选择了坚守，且通过各种
办法来经营好自己的推拿按摩
店。他打开装有一种盲人专用软
件的手机，向记者介绍，他参加了
网上团购，这也吸引了一些客户。
付东磊一边拨弄着发出各种声音
的手机，一边说：“网购是大趋势，
我们也得跟上形势。”

做推拿按摩这一行前，付东
磊尝试过很多其他工作，但屡屡
受到歧视，这也是他坚守的原因
之一。“盲人也有尊严，我们不愿
遭别人的歧视。”付东磊说，这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退守吧。

对此，聊城盲校一位老师表
示，“盲人只能做按摩师，这不符
合人性！”他表示，盲人也是人，也
有多种需求，他们渴望有更多出
路，这就要靠教育，教育是根本，
盲人只有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
和职业技能，才能告别单一的就
业途径；此外，有了技能仅仅是个
前提条件，至于社会接不接纳他
们，除了要靠硬性规定，还要逐步
改变用人单位的观念，落实好一
系列的保障措施。

可选择余地小

渴望有更多的出路 今年7月16日我省印发
《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
2016年)》，其总体目标提到，
到2016年，全省普及残疾儿
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95%，残疾儿童学前3年入园
率和接受康复教育训练率达
到90%，残疾学生接受高中
阶段和高等教育的机会明显
增加，教育服务残疾学生就
业创业的能力明显增强。

聊城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一位老师介绍，目前全市仅
有一所盲校，在校盲生才30
多人，而根据市残联发布的
数字，全市视力残疾人约有
3 . 78万人，适龄儿童少年怎
么也得有三五百人，入学率

可以说相当低。小学初中阶
段的特殊教育也属于义务教
育，上学不用花钱，每天只交
1元的用餐费，还是有很多家
长不愿送孩子来上学。这一
方面与部分家长观念淡薄有
关，他们不知道残疾儿童少
年也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也有一些其他因素。

该老师表示，这次省里
出台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提
出了明确的入学率要求，这
对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权益提
出了硬性规定。有了规定，还
要有相关推进措施，推进适
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逐步
提高。

该计划还明确指出，到

2016年年底前，聊城、日照市
要完成市级特殊教育学校建
设，尚未设立特殊教育学校
的县(市、区)要创造条件建
设1所独立设置的学校或在
普 通 中 小 学 附 设 特 教 部
(班)，保障残疾儿童少年都
能就近接受特殊教育。

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做
好特殊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
任，特教特办，将特殊教育发
展纳入当地教育事业发展整
体规划。研究制定符合本地特
点的特殊教育行动计划，并将
其作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重
要举措予以保障。

即使不花钱，也不愿送孩子上盲校

今年2月1日起，我省开
始施行的《山东省残疾人就
业办法》规定，残疾人依法享
有平等就业、自主择业和平
等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禁
止用人单位在就业中歧视残
疾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
对残疾人就业的领导，将其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并制定优惠政策和扶持
保护措施，多渠道筹措资金，
为残疾人就业创造条件。

该办法还规定，用人单
位应按不低于本单位在职职
工总数1 . 5%的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逐步建立按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岗位预留

制度，并提供适当工种、岗
位。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
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按
实际差额比例计算缴纳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各级人民
政府投资或扶持开发的适
合残疾人就业的公益性岗
位，应按不低于用工总数
1 0%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

今年4月，聊城市财政
局、市残疾人联合会下发《关
于代扣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有
关问题的通知》，对未达到安
排残疾人就业比例的用人单
位实行足额代扣。

多年来，我国已出台一

系列促进残疾人就业的税
收优惠政策，对安置残疾人
就业的企业给予增值税、营
业税等多项税收优惠。

我省在2012年还通过
有关办法，规定各级社会
福利彩和体育彩票公益金
中的本级留成公益金，应
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残疾人
事业。

聊城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一位老师介绍，有一些单位
和企业宁愿缴纳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也不愿接纳残疾人
就业，这就要从观念上来引
导，鼓励这些企业接纳残疾
人。

宁愿缴残保金，也不愿接纳残疾人

本报聊城10月15日讯 (记者
刘云菲) “80”后小伙幺传锡在

聊城有一定知名度，因为他是聊
城目前为止唯一一位盲人钢琴调
音师。他放弃推拿，做起了自己热
爱的行业,在聊城从事两年调音师
后，带着妻子闯深圳，在深圳固定
下来。他说，虽是残疾人，但不能
放弃梦想，至今还有聊城老主顾
给他打电话调音，工作得到认可，
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幺传锡从小双目失明，但他
喜欢音乐，葫芦丝、萨克斯等多
种乐器都能吹奏自如。他尤其喜
欢钢琴，一次偶然机会，他得知
了盲人钢琴调律师的故事，这不
仅鼓舞了他，还给了他启发：盲
人也可以做钢琴调律师。

对盲人来说，钢琴调律极具
挑战，但幺传锡学习的愿望非常
强烈。他放弃推拿工作，到北京
学习钢琴调律。由于费用大，他
在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于
忠民的帮助下，跟着聊大音乐系
毕业生商艳琳老师学习，分文不
收。“还有一些好心人知道了我
的事，都积极帮助我，这给我了
很大鼓励，我发誓一定要学好。”

学成后，幺传锡来到聊城一
家琴行工作，面试时他的出色表
现赢得琴行老板的赞许，答应聘
用他，他在那里一直工作了两
年。幺传锡说，调音工作比较辛
苦，每次按琴弦，要拿扳手拧紧
琴弦，这要用手按住，非常硌手，
有时硌得手都流血。而且钢琴有
200多个琴弦，调音要每个都调一
遍，工作起来很繁琐。尽管这样，
他仍一直坚持，因为这是他喜爱
的职业。“我觉得一个人只要从
事自己喜欢的事，就能做好。”幺
传锡说，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
很多人不了解有些排斥，每次给
别人调音，老板都会提前跟主顾
说明要来一位盲人师傅，但是幺
传锡凭借出色的工作赢得了认
可，很多人点名要他去调音。

现在，幺传锡带着妻子闯深
圳，在深圳固定下来，在一家琴
行从事调音。每个月4000多元的
收入，也能维持生活。幺传锡说，
在深圳这边，从事盲人调音师的
也不多，他是琴行里的唯一一
位，老板也是相中了他的技术。

“其实现在对调音师的市场需要
也很大，买钢琴的人很多。”

幺传锡说，在深圳工作的这
些日子，生活节奏很快，但他比
较适应，还有许多聊城的老主顾
不知道他去了深圳，还会给他打
电话去调音，他很感谢这些人，
正是这样的认可，给了他很大信
心。“盲人调音，有自己的优势，
耳音好，也需要有一定基础。盲
人可从事的职业比较窄，调音师
不妨可以试试。”

盲人小伙幺传锡：

梦随音乐一起飞

经营着两家推拿按摩店的盲人付东磊，也跟上了形势，通过手机展示他加入的网上团购。
本报记者 王传胜 摄

两天来，记者在聊城特殊教
育中心学校采访，视障班八年级
一个叫孙玉雪的小女孩，尽管视
力残存，但眼睛特别明亮。她说
喜欢课文里学的朱自清的《春》，
对美丽的春天充满了幻想。孙玉
雪跟一位退休老师学习二胡，她
梦想能走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表
演二胡，还想当像赵薇那样的影
视演员。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只
要努力，就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记者了解到，目前对于盲人
来说，他们的就业似乎注定了要
围着推拿按摩行业打转，要么做
推拿按摩师，要么自己开推拿按
摩店。之所以会这样，跟盲人这
个群体的自身身体障碍有关，但

更重要的是跟他们受教育的程
度有关。试想，一个盲人，如果没
有文化，思路就会受到限制，就
像井底之蛙，不可能想到更为广
阔的天空。如果他们都能上学，
他们的思路就能打开。或许，他
们偶尔接触到一本世界名著，有
幸跟随一位名师，就能改变他们
的一生，一如海伦·凯勒。

有些家长不愿意让残疾孩
子上学，担心他们离开家门生活
不能自理。对于这样的家长，仅
靠说教是苍白无力的，有关部门
应该像抓正常适龄儿童入学率
一样，去抓残疾儿童少年的入学
率，用法律来约束这些家长，保
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教育的权

利。
聊城市残联一位有关负责

人表示，他们在工作中接触过大
量的残疾人，绝大部分残疾人能
够自强自立，自谋生路，但也有
一些人找到残联，提出各种要
求，认为残联就该管残疾人。她
认为，残联有责任维护残疾人的
权益，帮助他们谋生，但更重要
的是他们要自强不息。

记者认同这一观点，残疾人
首先不要怨天尤人，更不要看不
起自己，如果主观不努力，一味
地找客观原因，便很难在这个竞
争激烈的社会上立足。当然，残
疾人毕竟属于弱势群体，当他们
通过学习掌握了一定的技能，社

会要接纳他们，优先安排他们就
业，让他们靠一技之长养活自
己。

为保障残疾人就业，各级有
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条文，
但执行情况不尽如人意，在政策
落实方面，有关部门和用人单位
还要加把劲，切实保障残疾人的
权益。

为了让学生们学习各种技
能，聊城特殊教育中心学校除了
文化课，还开设了刺绣、绘画、缝
纫、雕刻等职业培训。这些课程，
为学生们打开了一片天。残疾人
只要有梦，加上不懈的努力和持
之以恒的坚持，就有可能创出更
多的路子。 (王传胜)

盲盲人人当当自自强强，，社社会会更更要要接接纳纳他他们们

孙玉雪有一双明亮的大眼
睛，尽管视力残存，但依然怀揣梦
想。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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