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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 �“目前，中国有超过 8500 万
的残障群体，这个庞大的人力资
源库相当于德国的总人口。”6 月
30 日，中国残障与可持续发展论
坛暨联合国中国促进残障人士
权益项目结项研讨会在北京举
行，国际劳工组织代表提到了上
面一组数字。

“残障人士也是宝贵的人力
资源”，这一观点引发了很多人的
共鸣。事实上，残障人士和其他人
一样， 也能够为社会的发展创造
巨大的价值。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
以来， 企业和公众并没有正确认
识残障人士的能力和贡献， 针对
残障者的歧视和偏见普遍存在，
造成残障人士就业困难重重。

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打
破存在于全社会和劳动力市场
中的壁垒，消除隔离，让残障人
士融入社会，为他们享有正当的
工作权利开辟道路。 支持性就业
或许是最佳选择。 而如何推动针
对残障群体的支持性就业，推动
残障和商业融合的网络，需要社
会组织、企业、政府以及学术机
构等各方参与。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支持性就业起源于美国。简单
来说， 就是在充分考虑残障人士
的能力、 兴趣并保持其选择权利
的前提下，在开放融合的状态下，
帮助残障人士融入社会大环境，
让他们持续就业、稳定就业，并且
获得公平的劳动报酬。 目前其他
国家发展支持性就业， 首先着眼
于中重度的智力障碍者和发展障
碍人士。 1999 年，北京联合大学
特教学院教授许家成将支持性就
业概念引入中国。 随后，一些社会
组织开始了支持性就业的探索。

北京市丰台区利智康复中
心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创办
于 2000 年 8 月， 主要服务 15 岁
以上的心智障碍者。 截至目前，
该机构支持性就业的个案已经
上百个，而真正在社区里成功就
业且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签过劳
动合同的成功案例已有 85 人。
他们的收入不低于北京市最低
基本工资标准，甚至比最低基本
工资标准还要高一点。

“成立之初，我们做一些职
业训练。 ”利智康复中心业务主
管杨超介绍，“2003 年只有一名
心智障碍者在社区成功就业，在
我们院里开小餐厅，社区摆早点
摊。 我们做了很多庇护性尝试，
结果障碍者不买单，说你们玩的
是假就业，一个月干下来才发两
三百块钱。 那时候我们意识到，
要把支持性就业做好，还要解决
好前端服务提供者实际的生存
困难，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

2004 年， 机构尝试走出去，
利用社区宾馆、 超市等资源，带
着心智障碍者先见习、 再实习，
再谈就业。“这是一个很曲折的
过程， 我们没有收任何费用，你
要收费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你是
骗子。 ”杨超谈道，2013 年左右，

政策层面出现了一些利好因素，
国际劳工组织、中国智力残疾人
及亲友协会（中智协）、中国心智
障碍者服务创新联会（心智联
会）等，各方一起系统地推动支
持性就业，利智也把十几年来支
持性就业的经验整理成了操作
指南，去年 10 月份正式出版。

在心智联会秘书长宋颂看
来， 支持性就业是一个系统工
程，有很多幕后推手。“比如，中
智协负责协调残联内部政策倡
导，国际劳工组织主要协调政策
关系， 我们负责落实培训这部
分，承接一些具体的培训工作。 ”

目前，心智联会开展的工作
主要包括三方面：开展就业辅导
员培训；制作培训手册及宣传页
等技术方面的工作；探索建立就
业辅导员服务数据库、残障人士
求职岗位库和企业招聘库等网
络服务系统。

机构从日本、马来西亚和我
国台湾等地区引进了支持性就
业辅导员国际通讯课程，截至目
前共培训了 480 多名就业辅导
员，在长沙、广州、大连都开展了
支持性就业辅导班。

“总的来说，我们面临很多
困难，但是我们的野心很大。 ”宋
颂谈道，“其实为残障者提供支
持只是支持性就业的一个方面。
我们之前了解过，雇主在雇用残
疾人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对心智障
碍者并不了解，对如何管理和使
用也不了解，因此我们还需要给
雇主提供支持，另外家长也需要
我们的支持。 所以说支持性就业
是一个全方位系统性工作，不是
简单地把残障求职者能力训练
好，让他们自己会坐车、会花钱，
就可以有稳定的工作，这背后有
一系列的工作要做。 ”

要让他们认识自身价值

除了社会组织，很多企业也
在积极尝试雇用残障人士，并探
索出了自己的模式。 据中国企业
联合会调查显示， 目前跨国公
司、外企在雇用残障人士方面做
得比较好，这跟其母公司所在国
家的氛围、文化有很大关系。 但
另一方面， 由于国家政策推动、
企业领导人社会责任意识的提
高，国内企业最近几年在雇用残
障人士方面也有很大进展。

来 自 以 色 列 的 Marina
Kalnitski 是太仓市中德善美实业
有限公司的就业辅导员， 她的工
作是帮残障人士融入社会， 让残
障人士和外界正确认识自己的价
值。 目前该公司有近 20 名员工，
其中大部分都是智力障碍者。

“太仓市有 250 家德国企业。
三年前，这些企业发现中国残疾
人的就业特别是智力障碍者的
就业有点差，所以他们按照德国
的模式开了一家公司。 ”Marina
Kalnitski 谈道， 这家企业主要做
组装电线，最简单地就是把两个
东西连在一起。 员工每天工作 5

小时 40 分钟，分为四班，每班每
人做不同的工作。

“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改变
周围人对残障人士的观念。 除了
生产，我们还有其他服务。 首先
是职业培训师学院，我们希望帮
普通企业雇用残疾人，但是他们
担心产品质量，我们就帮企业建
立车间、做培训，再把员工输送
给他们。 其次，我们还做残障人
士的培训，我们希望他们明白大
家首先都是人，明白自己的工作
是有价值的，残障人士不用一直
依赖他人，他们也可以去帮助别
人，支持自己的家人。 ”

从性质上来看，善美实业目
前还是庇护性就业、 福利工厂，
但目前该公司已经开始推动学
员到其他企业工作。 与之类似，
重庆远大印务集团以前也是一
家福利企业，但现在已经扩展到
竞争性就业。该集团成立于 2012
年，旗下有三家公司，集团现有
612 名员工， 其中残疾人有 205
人，占整体的 32.4%。

集团残障人力资源部负责
人唐瑜表示，针对残障员工的具
体情况，他们会设计合理的工作
岗位，比如肢体残障员工可以从
事印后和后勤岗位，听力残障员
工可以安排印后、搬运以及后勤
的岗位，智力障碍员工有后勤和
库房的岗位。 除了设计合理的工
作岗位，公司也十分注重员工知
识的培养。

“另外，我们为残障员工提
供了特别生存福利，也采取了相
应的政策制度保障。 公司员工同
岗同薪，我们还给每个残疾员工
每月 300 元残障补助金。 对外面
的员工，公司帮助他们申请廉租
房，提供宿舍。 公司还成立了助
残员工的实习基地，和多个学校
开展就业实习工作。 今年 6 月
份，我们生产线安装了第一套自
动语音翻译软件和摄像系统，为
残障员工提供便利。 此外，我们
设立了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
12385 热线， 接受咨询和建议

……我们做这些都是为了帮助
残障员工实现自身的价值。 ”唐
瑜谈道。

与前两家公司不同，伟创力
是一家跨国公司， 总部在美国。
几年前，伟创力珠海公司开始雇
用残障人士，目前有 230 名残障
人士在珠海公司工作。 这些人主
要被安排在后勤、 组装等岗位，
公司还招聘了两名手语翻译员，
同时公司的图书馆也雇用了残
障人士，采购方面也开发出了残
障人士的工作岗位。 实际上，伟
创力在其他国家的工厂也都雇
用了很多残障人士，这也是他们
的全球战略。

伟创力中国企业环境与社
会责任部负责人 Sarah Albert 表
示：“平常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东
西， 伟创力都有无障碍示范点。
做这些合理便利无障碍的调整，
并不是只为了残障员工，其他员
工也很喜欢。 其实三年前开始做
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任何经验
的，但所有的项目一开始都会有
挑战，我们坚持下来了。 ”

仅凭一方力量无法实现

虽然支持性就业的概念进
入中国已有近 20 年的时间，但
目前并没有多少人理解这一概
念的真正含义，甚至在残联等行
业内也还有很多人不太清楚，认
为残疾人就业就是庇护性就业、
抚慰性就业，对于支持性就业怎
么实现基本没有概念。

近几年， 在中智协等方面的
努力和推动下， 支持性就业被纳
入了残联的“十三五”规划中。 残
联将在 2020年前，在全国范围内
培训 2500名就业辅导员，并通过
支持性就业帮助两万名智力和其
他类别重度残障人士实现就业。

然而，不论是对社会组织还
是对企业来说，推动支持性就业
都面临着不少困难。 比如，支持
性就业到底是为残障人士服务，
还是为家长服务。“我们也经常

反思，我们到底是在服务残障者
还是服务家长，内部也讨论了很
多年。 结论是我们在服务家长，
不是服务障碍者，因为家长很强
势， 残障者的声音永远是弱势
的，家长说孩子不懂，我知道孩
子需要什么。 因此，只有建立残
障群体家庭整体支持系统，才能
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就业。 ”杨
超表示。

而由于缺少职业发展空间、
待遇太低等原因，培养及维持稳
定的辅导员队伍也是目前社会
组织面临的一大现实问题。 北京
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
中心总干事李红谈道，“虽然政
策上划开了口子， 要培养 2500
名就业辅导员，但最后服务品质
怎么样， 仍然是个大大的问号。
我们的就业服务体系目前仍是
非常的零散化、割裂化，从教育
到就业再到家庭支持都是分开
的。 这就需要教育、民政、人社等
多部门联动，一起推动职业化体
系、考核体系建设。 ”

另外， 目前企业在雇用残障
人士方面存在很大的信息壁垒。
解决残障人士就业涉及到很多专
业的议题，比如员工融合度问题。
由于企业里大多数人没有残障专
业的视角、知识储备，很容易在一
些事情上犯错误， 导致残障人士
在工作环境中被隔离。 比如单位
吃饭聚餐不叫残障员工， 把他一
个人扔下。因此，对于健康员工的
培训， 也是在推动残障人士就业
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李红表示，如何给企业更系
统的支持也是社会组织亟待探
索的问题。“企业能帮助我们做
出合理便利的调整，包括工作环
境和工作时间的调整。 而企业员
工在辅导员的培训下，能够形成
对残障就业者自然的理解，在辅
导员退出以后，愿意给他身体力
行的支持。 我也希望能够积极动
员学术研究，充分了解支持性就
业这件事，了解其真正的社会影
响力和经济价值。 ”

心智障碍者快乐工作的家———深圳喜憨儿洗车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