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做决策”

想依靠自己的
双手吃饭， 不想在
家里听到母亲的叹
息声， 现在有这样
的机会， 愿意拼了
命去争取。

■ 刘敬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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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位旅行者
———社会工作者支援喀什残疾人培训再就业手记

友邦中国青年领袖上海对决
“消贫”创意推广大赛完美落幕

在喀什机场，我跟一群旅行
者一起走了出来，我们的装扮基
本相同，背着大背囊，脑子里面
装着一些零碎的知识：“这是中
国最西边的一个城市，绝大部分
是维吾尔族，还有塔吉克、柯尔
克孜族、汉族等 31 个民族聚居，
与四个国家接壤。 ”

不过， 我不是一位旅行者，
至少在喀什我不希望扮演这个
角色，我到喀什，是来帮助残疾
人培训和就业的。 我希望能够进
入社区和他们的家庭， 了解他们
的就业需求和真实感受， 而非用
相机摄取一点景色， 回到城市里
自我安慰。在我来之前一个月，残
友集团和郑卫宁慈善基金会五位
残友同事和社工已经进驻了，他
们招募了 68 位维族的残友。

的士还没到喀什残友的院
子，已经远远能听到歌舞声。 歌
舞对于维吾尔的朋友们来说，就
像是吃饭睡觉一样，这是渗透在
他们血液的东西，虽然大部分残
友行动不便，但是他们在歌舞中
的那种自得， 让拘谨的我认为，
他们是天底下最开心的人。

不过，当大家坐在一起跟我
聊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是一
种错觉。 作为残疾人，他们跟我
在全国各地的残友同事一样，有
着惊人类似的经历和忧愁。 我记
录了这样的三位：

玛依拉。 一位非常可爱的女
生，家庭环境也非常好，可是她
身患了一种怪病，身上的皮肤不
断蜕皮，也因此使得玛依拉总是
处于炎热的状态， 每天晚上，都
需要把毛毯浇湿裹着身体降温
才能入睡。 身体的骨骼生长也受
到影响。 玛依拉从小没有进入过
校门，可是她通过每天看电视学
了一口流利的汉语，并偷偷拿弟
弟的书完成了初中的课程。

克比努尔。 她是玛依拉的朋
友，很漂亮的女孩，小时候因为
医疗事故导致小儿麻痹。 她跟玛
依拉一样，白天在家自学英文和
汉语， 晚上让弟弟抱出门口，坐
轮椅到外面转转。

麦合木提江。 他跟克比努尔
一样，因为医疗事故致残，由于
不想让家里负担过重，他自己到
理发店做学徒，拄着拐杖给客人

理发。 有过一个老婆，但是很快
离开了他。

当我问起他们加入喀什残
友的原因的时候，答案几乎是一
样的： 想依靠自己的双手吃饭，
不想在家里听到母亲的叹息声，
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愿意拼了命
去争取。

他们的答案让我想起勇哥
（喀什残友董事长刘勇）的经历。
12 年前，在接触电脑 13 个月后，
勇哥拿到了世界残疾人网页设
计大赛的第五名。 勇哥说，到残
友前，他去申请报亭经营都被人
讥笑影响市容。 对他来说，跟郑
卫宁大哥一起创立残友是他证
明自己的唯一机会，可以用生命
的代价去换取。

接着，我们还聊起梦想。 玛
依拉说她的梦想是希望自己以
后能痊愈，有个办公室，固定的
工作。 有个爱人，有个家。 说起
“爱人”的时候，她很羞涩，尽管
她在维族女学员里是少数没有
戴头巾的。

克比努尔的梦想是环游世
界，我突然发现他们绝大部分都
没有离开过喀什 100 公里范围，
少数出过远门的都是因为要去
北京或者乌鲁木齐治病，我跟他
们相约第二天去讲一节地理课。

地理课上，我手绘了一个中
国地图，告诉大家，我来自海边
的深圳。 我问到看过大海的举
手， 全部人都举手说：“我们看
过，在电视里！ ”原来没有一个人
去过海边，学员热彦古丽到过杭
州， 是曾经离大海最近的人，可
是她去杭州是为了治疗她失明
的一只眼睛，根本没有机会去看
大海。

上完地理课，轮到维族兄弟
给我上课。 他们动手能力之强让

人惊讶，义工朱锐带来的摄影器
材，没有任何人指导，他们在五
分钟之内掌握了基本的拍摄原
理，到处一顿狠拍。 爱心人士捐
赠的洗衣机，在没有装好入水管
的时候，他们已经“土法”上马开
始洗衣服。

跟大家上课的最大好处是，
学员们开始叫我“蚊子老师”，有
点汉语不好就叫“趴下老师”（维
语蚊子的发音）， 他们开始跟我
开玩笑，拉着我一起上去跳舞。

我也开始找到了旅行者之
外的感觉，开始走入维族残友兄

弟姐妹的内心，感受他们的快乐
和忧愁，对喀什不再停留在知识
层面，而是了解这片土地上的具
体的一个人，最困难的一群人。

作为一名微博控， 我频频
把走入他们内心的感受编辑成
140 个字 ， 我在此摘录两条 ：
“这里的黄昏很美，像梵高调色
板那一丝温暖和落寞， 这里的
天空蓝而高远， 能够治愈我们
心灵的感冒，这里的星星很多，
像出来约会的眼睛。 这里是喀
什。 我身边的这些维族朋友，很
小的事情都可以乐很长时间，

听到音乐，不管有多少烦恼，都
会抛掉起舞。 ”

“在喀什，跟维族残友兄弟打
成一片，同吃同住，互相尊重，到
他们家去做客。 我像一位普通维
吾尔人一样在生活，阳光照耀。 ”

作者简介 ：刘敬文 ，深圳市
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深
圳市残友集团副总经理、深圳市
关爱残友志愿者协会秘书长。

从喀什回来的这段时间
里，我又重读了伊斯特利《白人
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
收效甚微》，以书为引子想把在
喀什半年的经验和困惑梳理一
下，在去喀什之前，我也读了这
本书， 书里的一段文字让我十
分惶恐：“在过去 50 年中，西方
将 2.3 万亿美元用于国际援助，
却仍无法为孩子们买到价值 12
美分的药品，以减少全球一半的
疟疾死亡案例；却仍无法为贫困
家庭提供 4 美元的蚊帐；却仍无
法为每位新生儿提供 3 美元的
补助，来预防 500 万婴幼儿的死
亡。 如此充满同情的善举，却无
法为急需帮助的人们带来实惠，
这正是悲剧所在。 ”

以西方如此庞大的财力，尚
且得到一个悲剧的结果， 喀什
残友， 作为深圳援助喀什的一
个残疾人帮扶项目， 资金谈不
上充裕，人员算不上齐备，半年
后能够让 68 位维吾尔残疾青
年安心集中接受各种就业技能
（语言、计算机技能、手工艺）的
培训， 而来过基地的朋友都能

感受到这些残疾朋友大部分已
经开始对生活怀有良好的期
望。 这个结果，让我的惶恐缓解
了许多。

《白人的负担》的第一章直
截了当指出， 之所以花了那么
多的美元都无法见效， 是由于
援助者通常都是大包大揽提出
庞大的计划， 有强大的自信和
职业经历， 而忘记了当地的贫
穷是政治、社会、历史、制度、技
术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问题 。
而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 通常
是一些认为自己不了解情况 ，
实地调查，发现一个具体问题，
设计创新解决办法， 并且最为
重视本地化的人。

喀什残友项目实施小组制
定的第一个工作制度是家访，现
在看来是非常明智的。 家访制度
能够坚持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的，学员家分散，最远的有几十
公里，刚开始我们只有一辆小三
轮，语言不通，总之是困难重重。

也正是在家访当中， 在与
几十位维吾尔残疾朋友的家长
的访谈中， 我们才开始一点点

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和困惑 ，很
多情况是跟我们想象截然不同
的。 例如学员乌守尔·阿吉，他
刚来的时候，表现吊儿郎当，参
加培训也不认真， 容易跟人起
冲突。 而在家访中我们发现，阿
吉的残疾程度不重， 他特别能
干，家务农活都是一把好手，遇
到事情特别有办法。 回去以后
我们马上对阿吉委以重任 ，有
几个项目直接就让他负责 ，他
不仅是最有责任心的， 而且也
最有创新精神， 项目都完成非
常好。

现在回想起来， 我们做过
最正确的事情是没有在去之前
订下任何计划， 我们必须在多
长时间做怎样的事情， 要解决
多少人就业。 美好的目标固然
能激动人心， 但是未必有利于
实践的开展。 华为任正非先生
的名言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做
决策”，这句话在援建工作中也
许更重要， 把每一个项目要实
现的目标进行评估， 并且选择
能够在最低成本上实现最高价
值的那一个。

“

”

■ 刘敬文

去残疾人家访问

喀什残疾人参加联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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