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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视障者点亮智慧生活

读屏软件搭起一座桥

研究会的专家介绍，视障指
的是视觉功能受损。 除了盲人，
视障者还包括许多需要借助放
大镜等辅助器具才能看清东西
的弱视人群。中国盲人协会的统
计数据显示，我国的视障者超过
1700 万。

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互联网
的运用等于是给他们打开了一
扇新的大门。

王孟琦上网主要靠听。页面
上是什么文字、哪一个窗口正在
打开、什么程序在运行等，读屏
软件会一一读出来。 由于听惯
了，他用起手机来，与视力正常
者没什么两样。

8 年前，在河南推拿职业学
院上学的最后一年，王孟琦到老
家许昌一家推拿医院实习。那里
离家只有 500 米， 工作稳定，父
母家人都很满意。

没想到， 研究会的一则招
聘启事改变了王孟琦的人生
轨迹。“听说研究会招聘视障
工程师，就想试一试。 年轻嘛，
对外面好奇。 ”王孟琦说，投简
历、面试背着家人，等到真要
去深圳工作时，母亲急了：“一
个人跑那么远， 你又看不见，
怎么照顾好自己？ ”王孟琦笑
着解释：“上网能做很多事，买
东西、点外卖、认识新朋友，保
准没事。 ”

这一待，就是 8 年。 王孟琦
工作、生活都适应得很好，还在
素质拓展活动上认识了女友。去
年父母来深圳游玩，全靠王孟琦
当导游。

研究会有不少像王孟琦这
样的视障工程师。身材微胖的刘
彪爱笑，一笑就露出两颗“松鼠
牙”。 曾经，刘彪很怕去超市，找
不到东西，还容易撞到货架。“现
在上网，想买啥都行。 ”

出行也更加便利。刘彪讲起
了朋友的故事，“我有一个朋友，
能根据引擎声的细微差别，分辨
来车是出租车还是私家车。但他
不敢拦出租车，因为不知道车里
有没有坐人。 ”

“现在好了， 用打车软件，
人不找车，车来找我，我常笑他
的‘特异功能’没用了。 ”刘彪眼
睛眯成一道线， 继续说，“几年
前， 我上车后， 司机会非常惊
讶。 这两年，他们不打听我怎么
叫车了，一路上和我聊天。 ”

读屏软件犹如视障者上网
的“盲杖”，但它要领好路，还少
不了一条通畅的“网络盲道”。

调出手机的读屏模式，记者

很快就体验到“网络盲道”上的
障碍。 某音频软件的“播放”键，
识别后只读成“按钮”两个字；一
些页面上表达“更多” 意思的
“+” 号键， 读出来却是一堆乱
码；写在图片上的文字，基本读
不出来。 王孟琦说：“对这些内
容， 视力正常的人一看就明白，
但对我们就是障碍，个别关键环
节堵住了，产品可能就用不了。”

优化上网体验并不简单

作为一家公益组织，过去，
研究会主要教视障者使用电
脑。 移动互联网兴起后，手机慢
慢成了上网的主要工具。 哪里
有障碍，用户最清楚，为什么不
请懂计算机的视障者来优化？
就这样，刘彪、王孟琦等加入研
究会， 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视
障工程师。

畅通“网络盲道”，不是只提
点意见。 朗读、交互、设计的障
碍，一开始没人清楚，视障工程

师逐个去研究，摸索解决方法。
刘彪的主要工作是写代码。

他不用开电脑屏幕， 戴着耳机，
边听边写一行行代码。 多数时
候，他半低着头，双手搭在键盘
上，噼里啪啦地敲字符。 有时候
遇到了坎儿， 他会摘下耳机，若
有所思。

大学里，刘彪学的是针灸推
拿。“我可是 8 年老中医。 ”他露
出两颗“松鼠牙”，回忆起自学编
程的日子。

“我的编程知识是小时候让
妹妹照着教材一句一句念的。 ”
妹妹念一遍，刘彪就用磁带录下
来，录完一段，背下一段。 50 天
听完第一本教材，记了 200 多页
的盲文笔记。“开始像听天书，后
来慢慢找到了点感觉。”刘彪说，
现在想起那些代码，脑子里都是
妹妹的读书声。

王孟琦做的则是无障碍测
试工作。 加入研究会后，他总结
出了一套测试方法。在视力正常
的同事们的协助下，他还学会了

用截图、标注等方式，把发现的
问题、提交的解决方案转换为视
觉化表达。

“干这个， 技术含量其实蛮
高的。 ”王孟琦自豪地说。 有一
次，一家互联网大企业找到研究
会，希望旗下的某个产品适合视
障者用键盘操作。王孟琦和研究
会的同事们写出厚厚的无障碍
键盘交互稿，对方惊讶极了：“没
想到你们这么专业。 ”

另一位视障工程师吴益明，
高高瘦瘦，身上同样有股不服输
的劲头。 2015 年，从浙江特殊教
育职业学院毕业后， 为了谋生，
他做起了推拿工作。 那段时间，
白天上班，晚上自学编程。 两年
多后，他如愿加入研究会。 2017
年 12 月 26 日，他清楚地记得接
到录用电话的日子，当晚兴奋得
没睡着。

研究会的视障工程师团队
合作越来越默契， 大家密切合
作，有的做无障碍测试，有的做
用户渠道运维， 有的写优化代
码。每天上午 10 点直到深夜，在
研究会 200 平方米的办公室里，
敲键盘声、 电话声此起彼伏，忙
起来的时候， 你一言我一语，像
热闹的集市。

期盼汇聚更多力量

研究会里， 还有一位 25 岁
的视障工程师周富贵。他曾开发
了一款名为“掌中世界”的应用，
这是由视障者开发的首个在苹
果应用商店上架的产品。 去年 3
月他加入研究会，希望自己的工
作能帮到更多的人。

“感谢你们， 让各种软件用
起来没障碍，帮助我能一路读到
博士。 ”这是一位香港中文大学
视障者用户的反馈。尽管工作辛
苦繁忙， 但这样的回馈多了，研
究会的工作人员更加体会到做
这件事情的意义。

让他们欣慰的是，越来越多
的机构和个人，自觉参与到“网
络盲道”的建设中来。 针对产品
的优化，视障工程师给出建议和
方案，而要让“网络盲道”更畅
通，还需软硬件企业适配调整。

刘彪举例说， 在软件层面，
一些常用的社交软件、 购物软
件、网银软件等，纷纷与研究会
合作， 根据视障人群的需求，对
产品做了精细化的适配。硬件层
面，华为等手机厂商则根据视障
工程师的建议，对手机系统做了
无障碍深度优化，制定了无障碍
设计规范。

如今， 刘彪的生活与普通
人没什么两样。 他喜欢这份工

作， 喜欢同事们一起合作的氛
围，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也不
认为自己需要刻意帮助。 每隔
一段时间， 他还会琢磨一些新
东西。 他痴迷收集各种声音，风
声、雨声、半夜的车流声。 下雨
时，到大街上收集雨声，半夜一
两点录下马路上的车流声，再
把这些声音重新编排， 和朋友
一起做成曲子。

这场雨一直下到晚上。在益
田地铁站附近商场的一家餐厅，
记者和王孟琦、吴益明、周富贵
一起点了简餐。周富贵当天刚从
合肥回到深圳，一家关注信息无
障碍的企业请他去录制公益宣
传片。

近两年来，他们时常被邀请
出席一些活动，分享做视障工程
师的故事。 吴益明坦言，有时候
感到有点疲惫，可想到能让人们
了解“网络盲道”，又打起精神。

王孟琦也是公益分享的常
客。“媒体来采访我，起初觉得挺
拉风的，可时间久了，感受更多
的是责任。”他对记者说，希望更
多人了解视障者对上网的需求，
他们盼着能汇聚起更多力量，一
起推动这件有意义的工作。

让互联网惠及更多的人
（记者手记）

在没有接触视障者这一群
体前，记者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
对他们有多重要。 同样，互联网
应用给视障者造成的障碍，大多
数是无心之“过”。因为许多开发
者并没意识到，视障者还会用手
机。 其实，视障者的上网愿望可
能比视力正常的人更加迫切，这
是他们认识外界的窗口，更是他
们融入社会的重要桥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让一
个人掉队。 眼下，互联网正融入
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互联网惠及
更多人， 既能提升人们获得感、
幸福感，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
的标志。 统计数据显示，包括全
盲及弱视人群在内 ， 我国有
1700 多万视障者。 更何况，每个
人都可能因为衰老、 眼疾等原
因，需要借助听觉获取信息。 在
设计、开发网络产品时，要时刻
惦记这么一个群体。

记者采访时深切体会到，视
障者的精神世界同样丰富。他们
渴求与所有人一样， 自信自强，
自理自立， 用辛勤付出赢得尊
重 。 他们用努力打破固有成
见———视障者除了成为盲人按
摩师，还可以成为 IT 工程师、音
乐人，展现多彩的奋斗人生。

（据人民网）

深圳市福田保税区的一座大厦里，记者正在采访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的视障工程师王孟琦。
一场大雨突如其来，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打在窗户上。 “下雨了，你一会儿回家还方便吗？ ”记者问王孟琦。 他是工程师，也是一名视障者，几乎什么也看不到。 平常下

班，他会坐班车到两公里外的益田地铁站，与女友会合后一起回家。 但此时，乘公共交通对于视障者来说，多少有些不便。
“没事儿，我打个车走。 ”王孟琦听出了记者的担心，轻笑着安慰。 他拿起手机，靠近耳朵，拇指在屏幕上滑动，神情专注而认真，听完一阵语速急促的提示音后，熟练地

完成了打车的操作。
王孟琦身后，研究会的办公室里，还有不少工程师在埋头工作，为不同的应用程序优化代码、进行无障碍测试……视障者的生活因网络而丰富多彩。他们中的一些人，

像王孟琦一样，努力让互联网照亮更多人。

刘 彪 喜
欢收集各种
声音，重新编
排后做成曲
子（深圳市信
息无障碍研
究会供图）

王 孟 琦
在 进 行 无 障
碍 测 试 工 作
（深圳市信息
无 障 碍 研 究
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