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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非遗就业价值研究报告》（2019）发布

残疾人非遗就业价值巨大 需克服三大困难
■ 本报记者 李庆

� � 5 月 19 日全国助残日当日，
为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传在残疾
人就业领域的价值，51 社保联合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民社
会救助研究院在京发布《残疾人
非遗就业价值研究报告》。

残疾人是社会中不可忽视
的一大群体， 经中国残疾人联
合会推算， 我国目前约有残疾
人 8500 余万，残疾人城镇就业
人口仅为 2000 多万，即就业残
疾人约为总人口四分之一，其
中， 残疾人从事的行业多为盲
人按摩、 社会福利中心和简单
体力劳动等薪资不高的工作，
我国残疾人正面临着就业率
低、就业方向较为单一、就业层
次较低和个人价值难以实现等
多重问题。

那么，如何加强残疾人职业
教育、增加专业技能培训和拓宽
残疾人就业渠道，让残疾人掌握
实用技术成为当前促进残疾人
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残疾人就业与非遗传承
存在互补性

残疾人作为社会的一员，需
要通过就业参与社会、 改善生
活、创造人生价值，而残疾人就
业则需要依靠良好的就业环境
和包容的社会环境。 残疾人通过
非遗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对政策
环境和社会认知产生了积极影
响，为残疾人就业和社会融入创
造了有利条件；有助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提高残疾人收入，增加
非遗产品的附加值，丰富非遗产
业的表现形式，创造更多的经济
价值。

《报告》指出，2018 年 1 月 23
日，《关于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
创业的意见》提出：“重点扶持残
疾人自主就业创业致富带头人
和非遗继承人”， 拓宽了残疾人
的就业领域和择业方向。

不过，非遗保护与传承工程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非遗面临的
诸多实际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
决，非遗正面临传承困难后继无
人的发展状况，即当前非遗事业
需要大量人才培养的投入。 在非
遗保护与传承后继无人、残疾人
口基数庞大，就业困难这一双重
背景下，非遗相关行业可成为许
多残疾人就业的新选择，即残疾

人有望成为非遗艺术的传承者
和发扬者。

《报告》指出，残疾人就业
与非遗传承存在较大的互补
性， 残疾人非遗就业为非遗和
残疾人创造了真实效益， 具有
一定的发展意义。 但目前残疾
人非遗就业发展规模较小，社
会关注度较低， 残疾人非遗就
业项目本身还存在一些困难亟
待克服。

其实，2012 年， 我国就已尝
试过让残疾人从事非遗工作，到
2015 年， 残疾人非遗就业进入
萌芽阶段，许多手工艺类非遗，
如剪纸、 刺绣等传承人通过政
府组织开始进行残疾人非遗教
学，诸如“残疾人学习非遗改变
人生”、“残疾人传承非遗”此类
新闻报道激励着残疾人从事非
遗传承， 也让越来越多的非遗
项目开始接纳残疾人， 对残疾
人就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
鼓励性作用。

从残疾人就业现状来看 ，
残疾人就业率低、就业层次低、
职业单一、薪资不高，可以在非
遗就业中寻找解决和发展方
法。 另一方面，从非遗传承角度
出发， 非遗传承困难、 后继无
人、 缺乏稳定性等问题也可以
从残疾人从事非遗工作中得到
缓解。

非遗为残疾人提供了创业
就业的空间， 残疾人可以通过
培训掌握非遗知识技能 , 在实
现就业的同时传承非遗文化 ,
甚至可以带动其他残疾人共同
创业就业， 成为财富创造者和
文化传承者。

残疾人非遗就业的巨大价值

目前残疾人非遗就业得到
了较多的关注，尤其是手工艺类
非遗项目有很多与残疾人结合
的尝试，充分发挥了残疾人与非
遗结合的优势，但还未有研究对
残疾人非遗就业价值做进一步
的探讨。

《报告》选择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的北京和江浙地区为
实证案例，通过较为成功的残疾
人非遗就业案例， 从公共维度、
经济维度、伦理维度、美学维度
等四个维度进行论证残疾人非
遗就业价值，总结残疾人非遗就

业项目经验。
首先，在公共维度方面，非

遗就业促进了社会认知的改
变。 以宜兴爱德陶艺社为例，帮
助有技艺提升需求的残疾手工
艺人与大师结对， 大师通过技
术辅导帮助残疾艺人打磨技
艺，提升制作水平。 残疾手工艺
人与大师形成师徒关系， 参与
技艺交流与切磋， 结识了相关
领域技艺优秀的同伴， 在一定
程度上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融合
和行业交流环境。

同时， 残疾人拥有非遗技
艺，在非遗有更多机会展现在公
众面前，宜兴爱德陶艺社开展融
合教育，与各地教育局合作建立
青少年教育基地，在江苏省如南
京、苏州、宜兴等地开展一日游，
让残疾紫砂艺人教授青少年或
儿童学习简单的非遗技艺，由其
制作后，机构代为加工为成品邮
寄到参与者的手中，让青少年在
了解非遗的同时打破对残疾人
固有认知，认识到残疾人的无差
别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其次， 在经济维度方面，体
现残疾人创造的经济价值和非
遗产业创造的经济价值。 非遗就
业扩大了残疾人就业渠道，提高
了残疾人就业率，解决残疾人的
生活物质所需，让残疾人生活得
到了保障。 残疾人从事的非遗作
品增加了作品的附加值，丰富了
作品内涵，赋予作品新的文化故
事， 使作品拥有了更高的价值。
在一定程度上，构建残疾人非遗
项目品牌，丰富品牌故事，创造
出品牌价值。

根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网统计， 我国目前非遗项目有
1000 多项，各民族、各地区都有
自己的代表性非遗，非遗种类的
多样性为残疾人非遗就业的选

择提供了便利，通过非遗职业培
训，残疾人掌握非遗后可直接就
业甚至创业，对非遗保护与传承
进行创新、开发，形成新的产业。
例如， 将非遗项目做成文创产
业，在发展非遗的同时获得经济
收益。 残疾人非遗就业有助于促
进残疾人就业， 提高残疾人收
入， 增加非遗产品的附加值，丰
富非遗产业的表现形式，创造更
多的经济价值。

再次，从伦理维度，一方面，
残疾人掌握非遗知识和技能，挖
掘了自身潜能，实现自主灵活就
业创业，甚至在耐心、创造力等
方面相比于健全人更具优势。 另
一方面，非遗是非常灵动鲜活的
人类活动， 涉及生活的方方面
面，种类繁多，残疾人创造的非
遗作品受到大众认可，改变公众
对残疾人的歧视观点，创造出积
极互动和共建生活的和谐社会
环境。

最后，从美学维度，残疾人
作为整个人类中的一部分，通过
非遗就业，与健全人共同参与社
会经济的各项活动。 残疾人虽然
存在身体部分功能的缺失，但同
样能够为推动社会发展做出巨
大的贡献，展现出个体力量与生
命之美。 同时，非遗借助残疾人
的非遗作品，使公众不由自主地
进入审美活动状态，通过沉浸引
发公众的创造力，提升了公众的
审美能力。

三大困难待解

残疾人非遗就业为非遗和
残疾人创造了真实效益，具有一
定的发展意义。《报告》指出，目
前残疾人非遗就业发展规模较
小，社会关注度较低，残疾人非
遗就业项目还存在一些困难亟

待克服。
第一，沟通耗时长。 残疾人

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往往对外界
较为敏感，缺乏自信，有的存在
比较明显的过度依赖和自卑心
理，很难走出家门。 学习非遗技
艺耗时耗力，较为辛苦，在对残
疾人培训过程中， 也出现了偷
懒，怕辛苦，不愿意参与的残疾
人。 在制作非遗产品或产品销售
时，部分残疾人产品稍有欠缺或
销售量较少时，很难从自身找原
因，出现推卸责任的情况，在明
确自身问题上耗时较长。

第二，培训成本高。 以紫砂
技艺为例，培养一个残疾人成为
非遗传承人需要 2-3 年的时间，
培养费用较高，会出现学员流失
的情况。 部分残疾人在技艺学习
过程中， 由于技术水平不到位，
在制作产品过程中容易出现瑕
疵品，机构还需要承担培养中产
生的费用， 造成机构成本增加。
残疾人作为非遗传承人或学徒，
需要参加行业交流或参加非遗
展览，涉及现场制作费用、工作
人员差旅费用、摊位租用费用等
多项费用支出，投入较高且无人
承担。

第三，环境待完善。 残疾人
非遗就业采用将残疾人送出去
的办法，开展师带徒式的非遗学
习，保持长期的师徒关系，以便
于残疾人彻底掌握一项非遗知
识和技能。 非遗传承人或机
构 ，其生存依靠市场 ，经营不
易，培养残疾人成为非遗传承
人成本较高，未接收过残疾人
学徒的传承人决心不大。 有意
愿的传承人或机构由于未接
受过残疾人学徒， 对残疾人教
育并不熟悉， 机构配套和设施
也存在欠缺， 可能不利于项目
的顺利开展。

“最美传承”残疾人传承非遗就业培训项目，残障学员学习景泰蓝点蓝技术（图片来源：扬子晚报网）

（图片来自文中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