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外卖小哥，还有很多残障人士从事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工种，而大家也在柴米油
盐、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与他们产生关联。例如，静默咖啡师、淘宝网红店设
计师、慈善超市店员等等，大家享受饮品、轻松网购、闲逛超市的时候就会与特殊人群发
生互动，而特殊人群也在工作中接触社会，并融入社会。

［职业状态］

2017年12月19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马鈜 美术编辑陆轶B04-05 亮点

联系我们 qnbhdb@163.com

每个人都在工作中付出，也在
工作中收获。参与工作之后，残障
人士不仅有了基本的生活保证，而
且还更充实、更自信了。上海市肢
残人协会副主席黄宇表示，就业对
残障人士非常重要，不仅是收入来
源，而且还是他们融入社会的途
径，企业应该为他们提供平等参与
社会的机会。

但这条就业路并不好走。由
于身体关系，残障人士在工作中会

遇到很多困难，而这些困难也在探
索中逐步解决。

在设计师领域，上海小笼包聋
人协力事务所执行长肖亮经过社
会调研发现：“一些聋人从高中时
代就开始学习美术和创意，经过七
八年的专业训练后，却只能当流水
线上的工人。”以一所本科聋人学
校为例，一个班21名美术毕业生，
最终只有两个人找到了设计类的
工作，大多数学生要么失业在家，

要么依靠残联的政策就业，被安排
到酒店铺床、超市收银、工厂从事
重体力劳动……

肖亮认为，聋人设计师就业难
的关键是缺少实践机会。为此，该
机构推出了“1+1计划”，将普通学
生与听障学生绑定，进入企业培训，
让他们体悟到“聋健沟通”的可能
性。同时，增强听力障碍学生的社
会接触能力及专业能力，让他们在
合适的岗位上发现自己的价值。

设计企业培训计划 提供实践机会

静默咖啡师、淘宝网红店设计师、慈善超市买手……残障青年们正努力工作放飞梦想

在工作中接触社会融入社会 在岗位上发现价值证明自己
近日，一名有听障的外卖小哥受到了网友广泛关注，残障群体在社会上的就

业情况随之成为热点话题。事实上，由于身体原因，残障群体的就业之路并不平
坦。为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富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和公益组织一直在努力。记者
采访发现，残障人士正在从事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工种如静默咖啡师、淘宝网红店
设计师和慈善超市买手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与这一群体产生关联和互
动，而残障人士也在工作中接触社会，融入社会。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陆安怡

近日，一则听障外卖小哥接受
采访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受到很
多人关注。送外卖是一个辛苦的行
当，风里来雨里去，而与普通人交流
的不便也意味着他们要付出更多努
力。视频中，两位主角积极向上的
人生态度感动了许多网友。

而这一群体之所以受到关注
源于网友“hey你爱吃青椒吗”的
分享，该网友在微博上发文表示，
自己点外卖之后接到几个没有声
音的来电，都是一接通就挂断，当
时以为是恶作剧，忍不住发了脾
气。后来才发现外卖员的短信，原
来外卖员是听障人士，在短信里解
释了沟通不便的苦衷，需要通过打
电话来提醒顾客食品已送到的信

息。这名网友对于自己的没有耐
心感到十分自责，所以在网上呼吁
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检查
下有无被忽视的短信，不要急着发
脾气给差评，伤害到这些努力工作
的特殊群体。

该微博已经被2万多人转发，
网友们对外卖小哥纷纷表示理
解。同时也有媒体采访了这位外
卖小哥于亚辉和他的队长许兴方，
他们都是听障人士。在网传视频
中，于亚辉和许兴方介绍说，由于
沟通不便，聋哑骑手们在取餐后，
会先给顾客发短信，但是有些顾客
没有看短信的习惯，于是只能在送
餐前，拨打顾客电话再挂掉，以此
提醒他们看短信。用这种方式能

基本完成好工作，但他们也为自己
联系不上用户感到过苦恼。

于亚辉说：“餐品送达后，因为
顾客没有看到短信，我们收到过不
少投诉。希望大家在投诉或差评
之前，确认下是否已经收到短信。”
说罢，他竖起大拇指，脸上露出了
腼腆的笑容，“我们很热爱这份工
作，请大家多给予理解和支持，谢
谢大家。”

网友在为两位外卖小哥真诚、
自强不息的工作生活态度感动之
余，也为外卖平台建言献策。他们
留言表示，外卖平台上可以显示该
订单由残障人士派送，请注意短信
信息的语句，或者可以提前为外卖
小哥录好提示录音。

听障外卖小哥无声送餐 感动众多网友

工作环境同样时尚新颖的还
有石门二路街道慈善超市。在这
家超市里有三四位工作人员，其中
两位是残障人士，他们可以在实体
经营中接触到许多居民，进而深入
社区。

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在读大学
生丝丝就是这里的实习员工。由
于肢体残疾，她需要坐在轮椅上，
出于接触社会的考虑，她毅然开始
了实习工作。丝丝的工作涵盖了
线上线下的内容，烫衣服、为商品
吊牌、贴码……而目前她主要负责
线上客服工作，通过工作号“善淘

买手”与顾客交流。丝丝最近上交
了一份非常漂亮的销售成绩单，一
周左右就销售完了来自新疆的阿
克苏苹果。在此过程中，她不仅向
居民介绍苹果，帮助他们下单，还
对接新疆当地农民，多方联系。

负责慈善超市运营的上海聚
善助残公益发展中心、善淘网负责
人余诗瑶介绍说：“原来我们考虑
让尽量多的残疾伙伴以就业的形
式融入社会，但现在我们意识到虽
然帮助不了太多的残障伙伴，但我
们可以影响他人去帮助这一群
体。”每一个光顾慈善超市的人都

能受到影响，而整个社会的道德底
线是每个人道德底线的综合，如果
每个人都变得更好，那整个社会就
会越来越好。

丝丝坦言，刚开始自己在慈善
超市工作很有挫败感。“因为身体
原因，我的手不太好，刚开始装商
品吊牌时非常慢，往往别人都已
经完成了，而我才装了几个。”但
后来自己感受到了同伴的认同和
支持，觉得非常感动。“能够参与慈
善超市，感到很有意义，将来我也
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社会
更美好。”

慈善超市买手

位于“724星球”社创空间
的轻时光咖啡馆是一家公益
咖啡馆。馆长冯女士告诉记
者，这个名字的寓意为“公益
人心中要有光”。为残障人士
解决就业问题是咖啡馆开办
的初衷之一。

除了冯女士之外，洋洋和
伟伟是店里的两位静默咖啡
师。他们都认为，每个人都可
以成为发光的个体，善意微
笑、温暖语句、一些启发、一个
地方，都可以让人们内心充
盈、愉悦。

阳光帅气是洋洋和伟伟
给人的第一印象，他们在操作
台上制作饮品的身影成为了
咖啡馆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我听
不见，但是我们可以用心和文字交
流。”这是一句店家写在操作台上
的提示。同时，台子上还摆放有纸
笔，便于咖啡师与顾客文字交流。

“静默咖啡师的笑容好温暖，
加油，么么哒！”翻看这本交流簿，
可以看到很多顾客的留言，很多人
表示咖啡师非常阳光可爱、十分帅
气，为他们加油打气，这令伟伟和
洋洋感到很温暖。

在文字交流之外，洋洋和伟伟
还会读唇语，而且处于对店里菜单
的熟悉，只要顾客说得慢一点，他
们几乎都能理解。

这样的交流过程虽然不够快
捷，却有着打动人心的温暖力量。
记者翻看美食点评软件时发现，顾
客们的评价非常暖心。有的顾客点

评道，“虽然和静默咖啡师的交流是
无声的，但他们调制得非常认真，能
够感受他们对于咖啡的用心。”

冯女士表示，洋洋和伟伟很愿
意钻研咖啡技艺，擅长绘画的伟伟
能够描摹出精致的咖啡拉花。小
七是“724星球”社创空间。在咖
啡馆的公益活动中，伟伟曾现场
创作了小七形象的拉花咖啡，他
用咖啡针在牛奶沫上勾勒出小七
憨态可掬的形象，受到了很多人
的欢迎。

而绘画也是伟伟和同事交流
的方式之一。他经常将咖啡馆的
温馨细节画成一幅幅插画。

虽然同事之间的交流都是无
声的，但静水深流，彼此的感情已
经非常深刻了。“很温馨。”这是洋
洋工作以来最大的感受。冯女士
说：“我们三个就像是一家人。”

静默咖啡师

近日，网购达人们的“双十二”
包裹正纷至沓来，但买家们可能不
会知道，其中来自网商渠道的许多
精美服饰很可能就出自聋人设计
师之手。

公益组织上海小笼包聋人协
力事务所成立于2010年，致力于
通过无声课堂、为梦想发声等品牌
项目，为聋人设计师找专业对口的
工作，改变他们的现状。

“无声课堂”是淘宝大学、上海
徐汇区业余大学、小笼包聋人协力

事务所联合举办的专门针对聋人
设计师的特殊培训。在参加淘宝
大学“无声课堂”的第一期学员里，
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20岁。
成为一名网店设计师或淘宝店主，
是他们共同的愿望。有位“无声课
堂”的毕业生说，在项目中，虽然每
天都学习到很晚，但是我知道，除
了听不见，我什么都可以做。

而微光课堂则是让聋人手作
类专业学生可以更好地吸收先锋
设计理念，有效发挥个人内在潜能

的公益培训项目。一位微光课堂
的学员说：“通过这次课程的学习，
不仅学会了服装设计的技能，还让
我增加了对未来就业的信心。而
且家人和朋友都说，我比以前开
朗、自信多了。”

上海小笼包聋人协力事务所
负责人肖亮说：“为了满足更多听
障学员的实际需求，我们将创办更
多专为听障人士设计的课程，目前
我们正在开发陶艺、玻璃器皿制
作、雕塑等课程。”

网红店设计师

活跃于各行各业 与社会互动融合

［热点回顾］

［困难改善方案］

缴纳五险一金，让残障员工与
普通员工同薪同酬是这些企业最
基本的制度。此外，很多企业还为
残障人士设置相应的便利，改善他
们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帮助其在工
作中更好地与社会互动。

对听障人士而言，沟通是最大
的困难。为了促进聋健共融，轻时
光咖啡馆曾开设手语兴趣课，教授
客人简单的手语。

此外，针对听障外卖人员在配
送工作中面临的沟通障碍，“饿了
么”结合实际配送情况，对用户端
和骑手端APP进行了系列优化。

在用户端，当顾客下单后，如
接单骑手为听障人士，那么顾客点
击致电骑手按钮时，APP将弹窗提
示配送骑手为听障人士，并建议顾
客使用内置即时通讯工具进行文
字沟通。

而在骑手端软件，新增的即时
通讯工具可供骑手一键发送文字
与用户沟通。为防用户没有及时
查收信息，APP还新增了一键拨打
用户电话按钮，骑手点击后，云端
将自动拨打用户电话，用户接听后
为提醒取餐的录音。该企业负责
人表示，以上一系列优化已安排上

线日程，将在最短时间内提升听障
骑手的工作效率，同时保障用户的
体验。

肢残人士则更需要无障碍设
施。余诗瑶介绍说：“在工作环
境方面，我们设计店铺时，特别
注意到了无障碍设施。”另外，他
们在设计岗位和流程时，也会结
合残障人士的特点。“我们关注
的是他们能做什么，而非他们的
缺陷是什么。”

在制度方面，余诗瑶说：“我们
对残障伙伴是一视同仁的，会保障
他们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改善工作环境 让残障员工更便利

慈善超市内的听障伙伴。 受访者供图丝丝与工作人员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静默咖啡师洋洋。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