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介绍，10 月 21 日， 阿里
巴巴在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
发展中心指导下， 联合第三方
招聘平台“1 号职场”上线“天猫
双 11 招聘季”活动，发动八万商
家发布超过 60 万个就业岗位。
国际残疾人日之际， 阿里巴巴
专门发起此次助残促就业行
动， 希望整合提供更多就业机
会，让残障朋友能更好、更快、
更安全地走上工作岗位。

数字平台在创造商业价值
的基础上也在不断创造社会价
值， 尤其是在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等方面
发挥了独特的优势。 近年来，越
来越多残疾人在数字平台找到
了创业就业的新方向， 通过自
身努力找寻和实现人生价值。

据了解， 截至 2021 年 12
月， 阿里巴巴有 2007 名残障员
工；截至今年，有超过 3000 名听
障骑手在饿了么平台跑单就
业；1.6 万名残障人士上岗电商
平台云客服；170 余名残障人士
在盒马各大门店工作； 数十万
名残疾人在淘宝天猫平台创
业、就业。

日前，阿里巴巴研究院对淘

宝商家发放了有关残疾人士电
商平台就业创业问卷调研，千
余名淘宝商家表示， 愿意开放
近 3600 个岗位招聘残疾人。

淘宝商家、山东智源景观设
计有限公司创始人王伟提供了
五个残疾人就业岗位， 主要招
聘景观平面设计方面的人才。
“我们可以给残疾人朋友提供
三个月的岗前培训， 期间每人
可补助 1500 元，还可以包吃。 ”
王伟表示，“带我入行的前辈就
是残疾人， 他得了小儿麻痹症
不能走路，但他身残志坚，比常
人更能吃苦更耐得住性子。 ”

受前辈的影响， 王伟特别
能理解残疾人的不易， 也更懂
得残疾人就业面临的困难。 他
说，“残疾人更容易被人排斥，
所以也想尽己所能， 多帮一个
是一个。 ”

除开通长期免费的残疾人
就业招聘通道， 阿里巴巴还探
索了一系列帮助残疾人就业创
业举措：一方面，鼓励残疾人在
数字经济平台创业并提供相关
扶持计划， 促进其商品和服务
的销售，以创业带动就业；另一
方面，通过发挥平台业务优势，

积极为残疾人提供直接的就业
岗位， 持续推进缓解残疾人等
人群就业压力。

浙江衢州残联综合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钱璐介绍称， 近年
来， 衢州市残联与阿里巴巴合
作共建的“天使之翼”残疾人客
服基地已开展了多次线上客
服、 直播带货等线上线下就业
创业培训， 培训的残疾人士多
达 300 人次，创新“集中+居家”
办公的残疾人客服就业模式。
目前， 已有 23 名残疾人入职阿
里巴巴衢州客户体验中心，其
中六名居家办公。

2022 年全国助残日， 淘宝
还首次推出“残疾人商家运营
规划”， 建立残疾人商家社群，
对在淘宝开店的残疾人提供定
制化店铺运营培训服务。 淘宝
教育给残疾人商家提供线上学
习云课堂， 开放超 2000 节免费
的课程培训， 电商岗位专题培
训和店铺运营技能提升、 电商
团队运营和企业管理等内容，
同时还通过定期的线上直播实
时同步电商趋势、 平台规则和
玩法， 结合平台活动和运营节
点，给残疾人商家针对性指导。

”

12 月 2 日，国际残疾人日前夕，阿里巴巴联合中国残
联就业服务指导中心、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

进会正式上线“助残逐梦”公益招聘活动。 阿里巴巴发动旗下
业务联合淘宝、 天猫等平台商家， 专门为残疾人提供包括主
播、运营、客服、推广、网站编辑、物流管理以及设计师、面点师
等数百个职位，招聘近 3600人。有求职需求的残疾人，可通过
中国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或通过淘宝首页搜索“助
残逐梦”“残疾人就业”等关键词，还可以登入支付宝首页进入
招聘页面并投递简历。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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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残疾人群体
阿里巴巴联合生态商家发布多项助残促就业举措

“希望无障碍版可以让视障
朋友们好好享受电影，也希望更
多的好电影能够制作出无障碍
版本。 ”演员吴京说。

12 月 3 日是国际残疾人日，
吴京主演的《流浪地球》在优酷
无障碍剧场上线。 当天，在中国
残联宣文部的指导下，中国残疾
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与阿里
文娱合作，在优酷无障碍剧场开
通“视障人员身份认证”入口，视
障用户完成认证即可免费在线
欣赏无障碍影视作品。 这解决了
在线用户识别问题，将有效推动
为 1700 万视障群体规模化提供
在线视听服务的进程，是阿里巴
巴助残公益项目“读光计划”的
重要进展。 阿里巴巴信息无障碍
委员会主席吴泽明表示，“阿里
将持续发挥技术和服务能力，给
更多有需要的人带去数字化便
利和生活幸福感。 ”

据介绍，优酷无障碍剧场开
通“视障人员身份认证”后，视障
用户点击剧场内的入口， 跳转
到中国残联的残疾人身份认证
承接页， 验证成功即可免费欣
赏剧场内的电影、剧集、人文综
艺栏目和音频节目。 与认证入
口同步上线的， 还有《流浪地
球》《回廊亭》《致勇敢的你》等
一批无障碍影视作品。 此外，为
方便残障人士“观看”，无障碍影

视作品专门增加一条音轨，在对
白空白时段增补配音解说，帮助
残障人士增加影片代入感，更好
地理解剧情、 体会人物情感、享
受观影乐趣。

记者了解到，优酷于 2020 年
统一 APP 组件读屏规范，围绕障
碍人士使用需求，深度适配优化
交互体验，率先完成 APP 无障碍
改造， 当年 12 月上线无障碍剧
场。 目前，优酷无障碍剧场的视
听作品总量已超过 100 部（集），
除本次上新的几部作品外，还包
括《我不是药神》《飞驰人生》《唐
人街探案 2》《梅毅说中国史》《故
事刚刚好》等。

阿里文娱总裁兼优酷总裁
樊路远说，“科技有温度，文化有
情感，阿里文娱将推动文化作品
更加普惠，让更多好作品被追求
美好生活的人们‘看见’。 ”

目前， 阿里文娱正与政府部
门、社会机构以及亭东影业、中影
集团、北京文化等片方合作，继续
丰富优酷无障碍剧场的内容。

统计发现，在我国 1700 多万
视障群体中，大部分人的手机安
装了至少一款娱乐类 APP，他们
每天使用音视频 APP 的时长和
健全人无异。 但长期以来，由于
互联网无障碍基础设施不健全
和版权问题，视障用户上网欣赏
无障碍作品存在很大困难。

《马拉喀什条约》是全球版
权领域的人权条约，条约除要求
各缔约方规定版权限制与例外，
还要求平等保障阅读障碍者欣
赏作品、接受教育的权利。今年 5
月 5 日，《马拉喀什条约》对中国
正式生效，加之《著作权法》第三
次修改和新出台的其他规范性
文件，在国内制作、使用无障碍
视听作品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记者了解到，国内影视版权
方对此参与意愿强烈，但也有一
些共同的顾虑，比如担心普通用
户去无障碍剧场免费“薅羊毛”。
创作者则担心无障碍化二次创
作影响作品品质和口碑。

对此，阿里文娱公益负责人
陈艳玲表示，“与中国残联的合
作保证了无障碍内容仅供特定
人群欣赏，既满足了视障群体的
精神文化需求，也维护了版权方
的合法权益，为无障碍剧场加快
内容储备提供了保障。 ”

据了解，这套合作模式已在
杭州率先跑通。 今年 9 月，优酷
与杭州市残联开展合作，试点打
通视障人群身份认证，建设无障
碍视听生态，取得了较好效果。

杭州市上城区盲协主席钱
俊是杭州无障碍电影最早的诉
求提出者，目前也是讲解队的创
作伙伴之一。 他经常从视障者的
体验角度出发， 与剪辑师沟通、

提出意见。“理想状态下，影视作
品应该默认就有无障碍版本，跟
普通公映版本同步，视障者想看
就能获得。 优酷无障碍剧场的规
模化运营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
收看，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也让
我们感受到在精神文化层面自
己没有被落下。 ”

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
促进会副秘书长杨聪表示，期待
更多爱心企业加入到扶残助残
队伍中来， 上线更多无障碍剧
场，帮助更多视障人士共享优秀
文化成果，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让影视作品成为视力残疾人文
化生活中的日常项目。

持续发挥技术和服务能力
全国 1700万视障人士有了专属剧场 ■ 本报记者 李庆

� � 山东青岛的赵云超从部队转业后， 因意外遭遇车祸导致腰椎爆
裂性骨折截瘫，后在淘宝创业卖梨，生意做大后雇用了三名客服，其
中也有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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