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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兴趣到创业
需要做好每个准备

多次荣获世界级钢琴比赛
金奖，参与过 2010 广州亚运会
演出工作，如今的“95 后”小伙
苏永成已经是一家艺术音乐
教培机构 YC 音乐艺术中心的
创始人及主理人。 很少人知
道， 他在 3 岁时失去了视力，
“视力障碍” 从此给他的成长
路带来重重挑战，但并未成为
人生的全部。

过去的二十多年，苏永成找
到了自己的天赋， 一步步摸索，
逐 渐 靠 近 了 自 己 的 职 业 理
想———用音乐养活自己。“老实
说，我以前从没想过会走上音乐
这条道路。 ”苏永成回忆道，自己
从小学开始学钢琴，最初不过是
希望挖掘一门兴趣爱好，“那时
候，我读的是特殊学校，一直读
到职高， 学的也是中医推拿，而
身边大多数人的就业方向就是
盲人按摩。 ”即便如此，苏永成依
旧记得，初中时，自己仍在玩音
乐，而一位老师在跟自己谈及未
来时，说道：“或许，你可以试一
试走音乐的路。 ”

苏永成说，自己从那时候开
始加强了音乐方面的学习，同
时，上了职业高中后，自己一边
学习推拿知识，一边参加文化课
的补习，希望考上大学，学习音
乐专业， 为未来就业奠定基础。
如今回过头看，他觉得，对于有
意投身音乐的视障人士而言，除
了天赋和后天的努力，乐谱的无
障碍也很重要。

“我们缺盲文乐谱，已有的
盲文乐谱更新频率低， 像我，都
是老师和母亲帮忙读乐谱，然后
自己录下来， 一天天这样学下
来。 ”苏永成说。 除了考试关，在
苏永成看来，更多的困难出现在
走出校园的那一刻。

2017 年，他顺利考上了北京
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音乐
专业， 毕业那一年刚好是 2020
年，因为各种原因，他在家赋闲
了一年。 后来在一位视障校友的
邀约下，去其开办的机构参与教
学工作。 也是那一次后，他萌生
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后来，我就回到了广州，自
己做了音乐教培机构，开拓生源、
管理团队、设计课程，努力了一年
多，逐步有了稳定的生源。 ”苏永
成说，虽然创业很难，也暂时没办
法做到收支平衡，“但在创业过程
中，我学习到很多东西，我相信能
一步步完善经营模式”。

如今，苏永成也经常参加一
些公益慈善组织开展的活动，看
到有视障咖啡师开拓视障伙伴
新的职业可能，同时，不断摘掉

“视障” 的标签学习、 交流和成
长。“我自己是一个咖啡深度爱
好者，同时也对这些公益项目很
感兴趣。 ”至于视障人士如何更
好就业，苏永成认为，如果投身
音乐领域，需要在更早的时候做
好准备，“但对更多人而言，在我
看来，最稳妥的，还是先掌握一
门技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再往
兴趣方向探索”。

和社会多方一起
保持对未知的探索

在前些日子，盘铭径的故事备
受媒体关注。 他曾是从业近 20年
的盲人按摩师， 如今是广州 CBD
一家知名律所的实习律师。从城中
村到写字楼， 这条路他走了很久，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时间回到 2003 年，在家乡广
西南宁的一所盲校学习盲人按摩
后，盘铭径孤身一人来到广州，成
为一名盲人按摩师。 在报读成人
高等教育本科时， 一堂法律基础
课让他平静的内心泛起波澜，“很
喜欢法言法语，逻辑清晰，觉得找
到了一个方向”。 于是，盘铭径开
始备考，追求他的律师梦。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以下简称“法考”）通过率低，需要
熟记大量的资料，对于一名视障人
士，难度更是翻了几倍。 没有专门
的盲文版教材怎么办？ 那时候，广
州市合木残障公益创新中心收到
盘铭径的求助后，便和中国盲文图
书馆一起招募志愿者，将教材扫描
后进行文字识别，再进行校对。4年
来，志愿者整理的十几本电子版教
材超过 200万字。

接下来， 只要按摩店没有客
人，盘铭径就听法考课程和教材，
从 2018 年开始，连续四年参加了
六次考试，每次考试，先听读屏，
然后口述答题，再由别人打字。 考
试时间是一样的， 因为这样的情
况，前两次考试，盘铭径都没有答
完试卷。 为精准控制考试时间，
2021年，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为
他提供了场地及志愿者， 帮助盘
铭径每周模拟考一两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年，成
绩公布，盘铭径高分通过法考，成
为广州首位通过法考的视障考
生。如今，盘铭径成了广州金鹏律
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 负责接听
法律服务热线。“之前觉得自己养
活自己， 也没有能力去帮助别
人。 ”盘铭径说，当自己用所学的
法律知识帮助到别人， 听到对方
说“谢谢盘律师”时，觉得非常有
成就感，“很开心”。

他希望今后可以为残障人士
提供公益法律服务，目前还在努力
学习劳动法相关的知识和案例，并
协助做一些劳动争议调解的工作。
而广州市合木残障公益创新中心
在这次对盘铭径的支持中，也对助
残工作有了更多的感受。

广州市合木残障公益创新中

心负责人刘颖璋说， 盘铭径最初
获得的是合木协助发动志愿者的
支持， 但如果没有前期通过各种
活动开阔视野， 愿意探索更多可
能，以及跨界合作，很多事情都没
办法开展下去，“这也说明了，公
益机构在开展助残工作时， 往往
不能局限于项目指标， 而是要根
据大家的需求，推动跨界合作，做
成过去成不了的事情”。

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打铁还须自身硬

广东本土培养的首位视障研
究生， 顺利完成社会工作者（中
级）考试的视障社工，服务残障朋
友非营利机构的创办者……从出
生不久被诊断为右眼完全失明，
左眼仅剩下 0.08 视力， 到荣获
2021年“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发生在“90 后”广东姑娘张倩
昕身上的故事， 不仅给予人无数
鼓舞， 更为残障人士带来了开拓
人生无数可能的新思考。

张倩昕从小便是个不服输
的女孩。 在家人的支持下，她一
开始就随班入读普通小学、初
中、高中，最终和千万普通高中
生勇闯高考。 唯一不同的是，别
人的试卷使用五号字，她的是三
号字。 接着，她的人生还不断“开
挂”： 先后攻读华南农业大学社
会工作专业本科和硕士研究生，
奖学金次次不落，还参与多个国
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

不过，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面对毕业时多个事业单位抛来
的橄榄枝， 张倩昕却一一婉拒。
原来，这时的她已全身心投入到
创办广州市融爱社会服务中心
的工作中。 从无到有，再到持续
运营， 她坦言困难， 但非常值
得———让更多视障人士接受个
性化的社会适应性训练，并帮助
他们融入社会、重塑人生。

张倩昕介绍，融爱倡导并提
供的社会适应性训练，包括教学
如何使用盲用辅具和无障碍设
施实现与人交流、烹饪、出行等，
以及通过职业培训沙龙，教学如
何写简历、参与面试以及提高职
场综合素质，并联动相关企业提
供就业岗位。 截至目前，融爱已
帮助近 100 名视障人士成功就
业，成为咖啡师、茶艺师、互联网
客服专员、按摩师等。

残障人士如何更好就业、实
现个人理想？ 张倩昕认为，第一
要学会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多做
职业尝试，如果发现不适合自己
就及时换赛道； 第二要不断学
习， 提升基础技能和职业能力，
包括沟通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等。“总的来说， 打铁还须自身
硬，多尝试、多学习、多提升。 ”

截至目前，融爱累计直接服
务超过 7000 人次，间接服务超过
10000 人次， 组织志愿者服务超
过 20000 小时。 而张倩昕的志愿
服务时数更是超过 5000 小时。
毋庸置疑，张倩昕的精彩人生还
将继续。 （据善城广州）

视障群体就业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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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木残障公益创新中心通过提供学习和实践课程，与不同行业共同开发新职业，努力让每个残障青
年获得转变

张倩昕在无障碍督导员培训活动上引导参与者体验黑暗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技
术的发展， 如今，

“帮助视力障碍者跨越障碍，
探寻自我价值” 已成为助残
公益组织的聚焦点。 而在广
州， 已有不少视障伙伴或通
过自己的努力， 或依托公益
力量的支持， 找到了自己的
职业方向。

有的视障伙伴投身音
乐，创办音乐工作室，开班授
课；有的视障伙伴通过法律考
试，领到了申请律师执业人员
实习证； 更有视障伙伴成为
研究生，开设社工机构，为视
障伙伴提供社工服务……从
这些视障伙伴的故事中，我
们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人所
作的努力；同时，也能发现公
益机构在助残工作中更多的
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