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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人的生活处境十分严峻，

残障并非一群人的一个小问题，

而媒体报道对这一议题和人群

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

我们认为，

只有以符合《公约》宗旨的方式

报道残障议题，

才有助于促进建立

一个多元而平等的美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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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目前，全世界约有 10 亿残障人。其中 8500 万残障人士居住在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残障群体。近年来，中国在促进残障人平等

与包容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残障

人，特别是残障女性和女童，仍然是社会上最受边缘化的群体之一。

残障人面对着许多特殊的障碍和挑战，如教育水平较低、缺乏参与

经济社会生活的平等机会等。这些不平等来源于包括社会污名化在

内的一些普遍存在的障碍。污名化，加之人们对残障人权利及其对

社会贡献的价值缺乏了解，不断加剧了针对残障人的系统性歧视。

媒体是提高认识、消除污名、打击错误信息的重要工具，也是

能够改变社会误解、体现残障人作为人类多样性一部分的强大力量。

然而，我们经常看到，媒体在报道残障人时往往带有消极的刻板印象，

致使残障人群体未能被公平地代表，并且时常被当作同情、慈善或

医疗救助的对象，亦或反过来，被塑造成超级英雄来激励他人。

《残疾人权利公约》要求各国提高对残障人的认识，消除有关

残障人的刻板印象，包括鼓励所有媒体以尊重人权的方式塑造残障

人的形象。在联合国促进残障人权利伙伴关系（UNPRPD）中国项

目的支持下，这份《媒体报道促进残障平等指南》由残障人士主笔，

为残障人士编写，并且得益于残障人士的参与。该指南依托两位主

要作者过去几年在媒体研究、监测和培训方面的第一手经验，同时

借鉴了媒体传播和残障领域专家的专业知识。通过提高对残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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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人多样性及其处境的认识和理解，这份指南可以作为一项便利

工具，指导媒体从业者在报导涉及残障人的故事时，尊重残障人尊

严并促进残障人的平等权利。这份指南也为残障人自组织（OPDs）

提供了指导，以便其可以通过媒体进行更好的宣传。

我们向包括新闻教育者在内的全球广大读者推荐这份指南。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支持新闻教育，因为我们坚信专业新闻标准对

于发掘媒体系统潜力，促进民主、对话和发展至关重要。同时，我

们也邀请新闻教育者们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教育系列（https://

en.unesco.org/unesco-series-on-journalism-education），其中包

括新闻教育示范课程和教学大纲，以及关于“假新闻“和虚假信息、

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新闻报道等多本手册。

残障包容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的核心内容。通过

齐心协力消除针对残障人的污名化和歧视，我们可以提高认识、消

除障碍，建立一个包容、无障碍和可持续的世界——一个对所有人

而言更加美好的世界。

 

 
 夏泽翰（Shahbaz Kha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主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朝鲜、日本、
 蒙古及韩国五国代表

 联合国中国残障主题组主席



导    言

根据 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障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残疾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6.34%”1——大众媒体通常将其表述为“我

国每 15 个人中就有 1 个残疾人”。2

“2010 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为 8502 万”3——在不少新闻中，

它被形容为“相当于 1 个德国的总人口”。

而 2011 年出版的《世界残障报告》表明“估计全球超过 10 亿

人或 15% 的世界人口带有某种形式的残疾而生存”4——对此，媒体

从业者们会写道：“残障人是全球最大的弱势群体，老龄化和慢性

病迫使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残障问题。”

一方面，残障议题因其庞大的人口基数，越来越被描述成迫在

眉睫的危机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人们也因认知的转变而

逐渐意识到，残障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种状态，而非是某一特殊

群体的经验。“在预期寿命超过 70 岁的国家中，平均每人有 8 年、

11.5% 的生命是在‘残障’状态中度过的”5——近年来，大众媒体

开始逐渐采纳类似的说法，告诉人们：“人人都是残障人”。

当然，即使残障是一个人人都会经历的状态，我们也还应该看到，

1.  《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
2.  本手册在引用原文时，将尊重官方文件和相关文献对“残疾”的使用，但在其他地方则使
用“残障”。
3.  《关于使用 2010 年末全国残疾人总数及各类、不同残疾等级人数的通知》，残联〔2012〕25 号。
4.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残疾报告》，2010 年。
5.《看不见的权利——给视障人的手册》，哈佛大学法学院残障项目，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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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有大量残障人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全球的成年残疾人识字率

低至 3%，而残疾妇女的识字率只有 1%”6“发展中国家超过 90%

的残疾儿童没有上学”7——而残障女性和儿童的教育问题鲜少进入

大众媒体的视野。

残障人的生活处境十分严峻，残障并非一群人的一个小问题，

而媒体报道对这一议题和人群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大量研究显示，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和门户网站、博客、微博、微

信等网络媒体在影响公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基于各自的报道框架，媒体选择特定的事实、观点并通过文字、图

片等形式编写成一条条新闻，共同塑造出一个介于客观现实与主观

世界之间的拟态环境，潜移默化地建构着我们关于残障、残障人以

及残障议题的所知所想，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

对此，我们不妨想一想：

媒体是否报道残障？

媒体报道哪些残障议题？

媒体以什么样的频次报道残障？

媒体用什么样的框架来报道残障？

……

多年以来，我国大众媒体在提高公众认识残障人群的权利方面

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有一些报道对残障人群的生活状态和发

6.  UN Enable Fact sheet on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联合国与残疾人残疾人情况说明，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参考于 2010 年 4 月 7 日。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
desa/disabilities/resources/factsheet-on-persons-with-disabilities.html
7.  《促进残疾儿童权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Innocenti 研究中心，Innocenti 文
摘第 13 期，2007，第 7 页。

 http://www.un.org/disabilities/default.asp?id=18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isabilities/resources/factsheet-on-persons-with-disabilities.html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isabilities/resources/factsheet-on-persons-with-disabili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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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媒体应以平常心报道残障人士》 https://cul.qq.com/a/20140612/069149.htm
9.  又称“残障人自助组织”、“残障人自组织”，其英文为 organiz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简称 OPD，此前大多称之为 disabled persons' organization (DPO)。本手册采
用 OPD 这一提法，以反映近年来英语中残障一词用语的改变。

展诉求有所误解，少数报道甚至存在着“基于残疾的歧视”。侮辱

性表达（瞎子、弱智）、病态化表达（患者、风险、病症）、超常

化表达 ( 身残志坚的个人典范 ) 等时常见诸报端，给人们带来对残障

的负面印象。8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自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强大，

残障人及其组织也开始利用这块阵地展开传播，但部分内容由于对

残障权利和平等理解不当，而同样有可能加深人们对残障的刻板印

象，甚至加剧群体间的隔离与对立。

我国于 2008 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正式生效的《残疾人权利

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以下简称《公约》），通过规定缔约国相关义务，赋予大众

媒体“提高认识”的重要使命。它不仅要求媒体更多地关注和报道

残障，还要求媒体以更为平等的态度、从权利的视角来报道残障，

并认识到残障作为人类多样性的一种，能够为媒体报道的丰富、多元，

以及专业化和人性化发展做出独特贡献。它关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s）的实现进程，关乎每一个人的权利与福祉。

为了促进媒体对残障人群进行平等的、多元的、具有权利视

角的报道，2019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上海有人公

益基金会组织专人编写了本手册，旨在为媒体记者提供具有权利视

角的报道思路和报道资源，它同时也是残障人代表组织（后文简称

OPD）9 开展传播工作，以及与大众媒体进行协商时的参考指南和工

具。我们认为，只有以符合《公约》宗旨的方式报道残障议题，才

有助于促进建立一个多元而平等的美好社会，确保在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残障人不会掉队。

https://cul.qq.com/a/20140612/0691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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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册撰写过程中，我们参考并综合了以往的诸多研究与项目

成果，它们包括自 2011 年以来中国本土残障人组织一加一 10 与中国

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媒介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国际助残联盟（法国）

北京代表处开展合作，对媒体报道进行的监测以及内容分析、媒体

培训等。此外，我们还与残障组织和媒体记者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

本手册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它由本土残障人组织领导并主持开发，残

障人的意见被置于首要考虑，并被纳入手册之中。

同时本手册在成稿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曾祥敏

教授、赵淑萍教授、秦瑜明教授、吴炜华教授、付海钲老师、刘雯老师，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徐敬宏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毛湛文副院长，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无障碍管理学院）

副院长常晓茗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成员唐觐英老师，重庆大学新闻学

院杨柳老师，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信息与传播处国家

项目官员曾庆怡女士的悉心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我们的认知水平所限，本手册中难免存在错谬或缺漏之处，

恳请每位读者在阅读与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希望

这本手册的出现，能够在残障平等与传播领域引发关于如何报道残障

议题的持续讨论，从而推动媒体从业者与残障人组织的紧密协作，共

同寻找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和新的手段展开关于残障议题的报道，使

各类媒体能够更积极有效地帮助公众认识、了解残障人群，与残障人

一起建立一个更为平等、多元的社会，在人的思想中构建和平。

10.  现该组织名称为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One Plus One Disability Group），中国本土民间
最大的 OPD。因其机构发展，曾用名有：一加一声音工作室，一加一（北京）残障人文化发
展中心、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等。在本手册中将统称为一加一，其官网为 www.yijiayi.org，
您可访问并获取更为详细的信息。

http://www.yijiayi.org


第一章 
关于残障的核心概念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残障人都是人们脑海中的“他者”，

被隔离和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近些年来，尽管已有不少针对

残障人的报道与专题节目，但残障人仍以刻板印象出现在人们

眼中——要么是可怜的、需要被帮助的，要么是拥有超常耐力

与能力的。归根结底，“他们”与“我们”的生活是没有什么

关系的。因此，当我们讨论“为什么在中国的大街上看不到残

障人”的时候，总是围绕“中国的无障碍做得不好”“中国的

发展还不够文明”这样宏观而表浅的叙述打转，却难以进入更

为深入的探索与分析。倘若我们想带来质的改变，就需要理解

这些情况的来由，并从中找到普遍的工作原则。

本章节将重点介绍残障概念的演变和《公约》的原则，以

及残障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作为我们反思和改进关于残

障的媒体报道的背景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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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残障模式的演变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我国社会对残障人的称谓逐渐

发生变化，其中最典型的几种称谓分别是：“残废”“残疾”和“残

障”。不同的称谓有不同的内涵，也体现着社会对待残障人的视角

和观点。“那些看待残障的观点或视角之所以被称之为模式，是因

为模式是把理念和想法变成实践和行动的路径。有关残障的模式起

的正是这样的作用。一种主导的模式，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渗透、影响，

无处不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主导的功效和力量，其影响力能渗透到

各个角落，包括相关理论和实践。”11

（一）传统模式
在人类历史上，每个社会、每种文化对身体和心理差异都有各

自的主流看法。在近现代社会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残障是不祥之兆，

迷信与偏见造成对残障人的侮辱和轻视，给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普遍

存在，这种看法被称为“传统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们对待残

障人的方式之一是关爱与照料，因而也被称为“慈善模式”。

1．认知：残障人被认为是没有能力、用处和价值的人，是个人

与家庭命运的悲剧。

2．称谓：一般用“残废”来指称该人群。不同障别者则被称为

“瞎子”“瘸子”“哑巴”“弱智”“傻子”“疯子”等，甚至衍

生为日常生活中的谩骂之语。

3．态度：恐惧、排斥，或同情、怜悯、关爱。

4．对待方式：有部分人认为残障人不必也不能劳动，应该被养

11.  崔凤鸣：《序·中国残障人观察（2014-2015）》，解岩、蔡聪、傅高山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6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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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照料。另一部分则认为残障人没有价值，应该被抛弃，或任其

自生自灭。

5．面临挑战：剥夺残障人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加深残障人无能

的刻板印象。

在该模式下，残障人的命运由其他更有权力的人来决定，使其

需要依靠“比惨”来在残障人内部，以及与其他边缘群体之间争夺

少量的资源，从而促使残障人形成福利依赖，习惯于“等、靠、要”。

而一味强调同情与关爱，则可能使人们产生麻木、冷漠甚至厌恶的

情感，从而形成更深的排斥与隔离，造成恶性循环。

（二）医疗模式
近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来临，也影响着我们对“人”的

看待方式。残障人因其身体和心智的不标准，被认为无法适应城市

化进程的生产需要，但医疗技术的发展又给他们带来了趋近于“正常”

的希望，从而形成了残障的“医疗模式”。

1．认知：残障是疾病、意外等因素导致的不正常或有缺陷状态，

使之无法适应环境，故国家和社会必须介入和干预。

2．称谓：通常称“残疾人”。在医疗模式下衍生出来的称谓还

包括“视障患者”“精神病人”“自闭症患者”等。

3．态度：他者化或隔离。

4．对待方式：医学手段是解决残障问题的核心，应通过医学干

预和控制使残障人“正常化”，由此获得进入“主流社会”的资格，

否则须进行隔离式的安置，将其排除在系统之外。

5．面临挑战：国家与社会展开的干预将对残障人的隔离合理化

与合法化。随着优生学的兴起，残障人尤其是心智障碍者成为最大

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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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模式
进入 20 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于权利、尊严、平

等与“人”之目的有了更多思考，并加深了对技术决定论的反思和

批判。在这一大背景下，更多残障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残障人

从自身遭遇和社会压迫的关系出发，提出了具有颠覆意义的“社会

模式”，给予人们看待残障问题的全新视角。

1．认知：残障人虽存在功能局限，但其遭遇的种种问题，很大

程度上由充满障碍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歧视性态度所造成。

2．称谓：部分学者和行动者建议采用“残障”这一称谓，“残”

代表伤残，而“障”代表社会上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

3．态度：包容与接纳。

4．对待方式：消除社会环境中的障碍。

5．面临挑战：人们过多地关注物质环境的障碍，难以注意到态

度认知层面的深刻影响。近几年来，社会模式也遭遇到了激烈的批评 ,

它固然能够从反歧视的视角来推动残障人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实现，

但它无法解决残障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实现。残障者与非残

障者的身体机能差异意味着残障者确实需要更多的协助才能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得到发展机会。此外，残障伤痛经验的价值无法

被承认，社会建设仍以非残障的身体为主，残障人仍是社会的客体，

消除障碍、融入主流意味着残障人仍须符合主流制定的标准。

（四）人权模式
在联合国人权框架内，《公约》吸收了社会模式而提出人权模式，

它既包含公民和政治权利，也囊括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范围。

1．认知：人类尊严是人权的核心，每个人都被视为具有至高的

价值，没有人是微不足道的，“人们被尊重并不是因为其在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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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贡献或者有别的什么用处，而是因为其内在的自我价值。” 12

2．称谓：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开始倡导“以人为本”

（People First），以体现对个体的尊重，因此残障人的称谓从“Disabled 

Person”改为“Person with Disability”。因语法不同，在使用汉语

的地区，相应的语词一直存在争议。中国大陆地区目前的主流声音

认为“残障”是比较合适的提法，为表尊重，可称之为“残障者”“残

障人士”，或“残障人”本身已经能够表明立场。也有人认为“残”

仍带有贬义，可以向台湾地区学习，采用“身心障碍者”或“障碍

者”。同样地，近来在欧美地区也有人提出 Disability 也带有歧视意味，

残障人应被称为 People of Difference。对此，持反对意见的 OPD 认

为“残”字应当保留，它是过往长期压迫形成的身份与文化认同，

如果失去了这种认同，残障的范围会被进一步扩大，从而消解掉自

身的文化与凝聚性。本手册经综合考虑，采用“残障”和“残障人”

这样的提法，一方面对于时下官方使用的“残疾”有进步意义，同

时也考虑到现实改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3．态度：接纳多样性，尊重残障人的固有尊严，强调残障人的

主体地位与参与。

4．对待方式：吸收了社会模式，并不排斥医疗手段，强调消除

环境障碍、提升残障人的能力，以法律确保和促进残障人在与他人平

等的基础上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将尊重固有尊严放在第一位。

5．面临挑战：残障人的权利在从文本中的法律到现实生活的过

程中举步维艰，深刻地受到文化的影响乃至阻挠。
* 温馨提示：人们看待残障的观念和态度是复杂的，很难用某种单一模式来

进行简单判定。我们做出的区分与说明，旨在协助不熟悉残障领域的手册阅读者

和使用者在初期综合地看待残障的多个面向，并快捷地检查、发现并分析具体问题。

12.   Theresia Degener and Gerard Quinn, “A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d 
Regional Disability Law Reform,” in Mary Lou Breslin and Sylvia Yee eds., Disability Rights 
Law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s (Ardsley: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Inc.,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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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残障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2015 年，《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 年议程》）

获得通过并于次年正式生效，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承诺通过实现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 169 个子目标，在 15 年内促进全人

类的共同繁荣和福祉。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认识到个人的尊严是根

本性的，应为所有国家、人民和社会各阶层实现该议程的目标和指标。

此外，还应努力首先触及最边缘的人群，包括残障人等。

在“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这一原则的基础上，《2030 年议程》

强调了实现所有人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方法。尽管并非所有目标都直

接引用“残障”一词，但这些目标与残障人的参与和发展密切相关，

应充分考虑到残障人。具体如下：

目标 1： 为所有人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包括残障人， 

 其中 80% 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目标 2： 消除饥饿。确保所有人，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 

 的人获得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

目标 3： 确保不同年龄段的所有人过上健康的生活，提 

 高其福祉。对于残障与健康关系的看待，以及 

 残障人的健康而非狭隘的康复。

目标 4： 保障包容性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包括残障 

 人在内的所有人拥有终身学习的机会和融合。

目标 5： 实现性别平等并赋予所有妇女和女孩权利，包 

 括残障妇女和女孩。

目标 6： 确保为所有人提供清洁的水和环境卫生，并对 

 其进行可持续管理。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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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7： 每个人都能获得价廉、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化 

 能源。

目标 8： 促进持久、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促 

 进人人享有体面的就业。残障人的融合就业、 

 支持性就业等问题需要被关注。 

目标 9： 建造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推动创新。 

 这些设施与创新应当考虑到残障人对无障碍的 

 需求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需要。

目标 10：赋予和促进所有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

 的包容，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不论年龄、性别、残障等。

目标 11：使城市和人类社区具有包容性、安全性、弹  

 性和可持续性，应当关注无障碍设计对残障

 人平等参与并融入社区的需要。

目标 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应当意识到产品的无障  

 碍和通用设计。

目标 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提高  

 以边缘化社区为重点的有效气候变化相关规

 划和管理能力。

目标 14：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促进可  

 持续发展。

目标 15：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  

 持续地管理森林，防止荒漠化，扭转土地退

 化，保护生物多样性。

目标 16：促进和平与包容性社会的建设，为所有人提

 供司法机会，并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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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容性的机构。残障人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

 承认的权利以及诉诸司法时的支持需要特别

 关注。

目标 17： 确保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活力。加强

 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支助，提高按性别、

 收入、种族、残障等分类的高质量、及时和

 可靠数据的可获得性。

可以说，残障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个部分都紧密相关，特别

是与教育、经济增长和就业、不平等、人居环境的无障碍以及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数据收集和监测等目标。总而言之，为实现包容性可

持续发展，必须确保残障人在社会各领域的充分和平等参与，并为

之创造有利环境。

三、《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背景与相关条款

（一）以人权为本的发展路径
早在 1997 年，联合国秘书处就号召联合国系统的所有部门将人

权纳入日常工作和项目中。1997-2003 年期间，许多联合国组织开始

在其日常工作中运用以人权为本的发展路径（Human Rights Based 

Approach，以下简称 HRBA），并在运行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但是，每个机构形成的是自身对于 HRBA 的理解和应用经验，对于

HRBA 在实践中如何应用并未达成共识。于是，在 2003 年的一次会议

上，联合国公布了联合国系统的各个组织对于几年来 HRBA 在项目中

的应用所达成的共识（《联合国关于在发展合作中采用基于人权做法

的共识》）。随后，联合国各会员国在《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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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称“我们决心将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纳入国家政策，支持进一

步将人权置于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主要位置”。由此，HRBA 开始被广

泛地应用到世界的各个政府、非政府机构的发展项目和活动中。

以人权为本的发展路径是将人权置于发展项目过程的核心，并

认为实现所有人的人权是战胜贫困、不公、冲突和边缘化的关键。

以人权为本的发展路径不同于以往的基于人们需求的福利路径，它

强调的是发展社区和个人的能力以实现其权利。此外，HRBA 还强调

要增强政府作为义务承担者履行人权义务的能力，并提高政府与权

利持有者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机会。在这一背景下，《公约》成为国

际社会在 21 世纪通过的第一个综合性人权公约，它标志着人们对待

残障的态度和方法发生了“示范性转变”。

《公约》的核心是确保残障人享有的、作为人所固有的、与非

残障人同等的权利和基本自由，并以有责任公民的身份生活，有平

等的机会，全面参与各项事务，为社会做出应有贡献。

《公约》不是为残障人创造新的权利，而是重申残障人与其他

人共有的一切基本权利，并示范这些权利对残障人的特别意义和有

效的实现方式。

中国于 2007 年 3 月 30 日（《公约》开放签署的第一天）签署了《公

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约》于 2008 年 8 月 31 日正式

对中国生效。

（二）《公约》的原则
尽管没有一个模式能够囊括解释并解决目前残障面临的所有问

题，但自《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以来，关于人人平等的思想至少在

纸面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公约》在如何平等地看待残障问

题方面给出了八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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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尊重固有尊严和个人自主，包括自由作出自己的选择，以

及个人的自立”

顾名思义，“固有”即生来就有，不可被剥夺或者因个人状况

而减损。本原则之所以会进一步强调“个人自主”与“选择”，就

是因为残障人的自主在传统及医疗模式的文化下经常会被想当然地

剥夺，这种剥夺就是对残障人士固有尊严的侵犯。“自主”与“自立”

并非是指个人独立完成所有的事情，后者并非前者的前提。个人的

自主与自立，是精神及尊严层面的自主决定。譬如一位脊髓损伤高

位截瘫人士无法独立完成生活自理，但这并不影响其决定自己要住

在哪里，要与谁一起生活。

2．“不歧视”

“基于残疾的歧视”是指基于残障而做出的任何区别、排斥或

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

他领域，损害或取消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对一切人权和基本

自由的认可、享有或行使。基于残疾的歧视包括一切形式的歧视，

包括拒绝提供合理便利。13

“基于残疾的歧视”并非只在残障人身上发生，也可能发生在

残障人的亲属身上，或者曾经伤残而现已处于非残障状态的人身上。

譬如有“精神病史”的人在应聘时因此遭拒，残障人士的家属被认

为需要或应该花更多时间在家庭上而不适合职场发展，申请留学资

助出国学习残障相关专业的人士因“残障不值得研究”为由申请失

败等。

多重与交叉歧视：“多重歧视”是指一个人受到基于两个或更

多理由的歧视，导致歧视加深或加重的情况。14“ 交叉歧视”是指多

13.  《公约》第二条·定义。
14.  参见消除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暂行特别措施的第 25 号一般性建议，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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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理由同时以不可分割的方式相互作用的情况。15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歧视，其结果是质的不同，或者是雪上加霜。16 诸如残障女性、残

障性少数人群、残障儿童、残障艾滋病毒感染者、残障少数族裔等，

在生活中均会遭受多重与交叉歧视。

3．“充分和切实地参与和融入社会”

该原则旨在促使残障人参与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参与决策与

其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鼓励残障人积极地面对个人及社区生活。

主体的参与是任何一项人权文书都载明的原则，也是权利实现的根

本。提到参与，我们必须知道，《公约》核心精神的体现是“没有

我们的参与，不要做有关我们的决定”这句话。它于 1981 年由“残

疾人国际（DPI）”提出，后于 2004 年被作为当年国际残障人日的

主题，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残障权利运动最重要的口号。值得注意的是，

这样一句被非残障人认为是想当然的一句话，却需要促进残障权利

保护和社会融合的方方面面和残障人一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

被提出来，逐步从纸面落实到实践中。充分参与的四个要素包括：

（1）支持：无障碍与相应的辅助，包括盲文、手语、图

 片沟通等各种支持；

（2）表达：个人有机会自主表达，而非被代言；

（3）反馈：有机制确保表达能获得有效反馈，而非是残

 障人单向表达；

（4）增能：为残障人士参与提供相应的能力建设，而非

 以能力不足为由剥夺其参与或者为其代言。

 
15. 参见消除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缔约国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二条之下
的核心义务的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 
16. 参见 CRENSHAW, K 1989.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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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尊重差异，接受残疾人是人的多样性的一部分和人类的一

份子”

差异代表不同，但没有高低好坏之分。残障并不是缺陷与悲剧，

只是一种特点。这是对于传统模式和医疗模式下，人们对残障的“悲

剧”“缺陷”等看待的重要回应。如一加一发起的“非视觉摄影”，

所倡导的就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和认知世界的方式。

5．“机会均等”

机会均等不是形式上的一样，而是目的与实质上的平等，它要考

虑到生理与心理差异带来的影响。它与无障碍和合理便利有着紧密关

系，也是不歧视的重要体现。有时候恰恰是区别对待才是为了提供机

会均等。比如为书写困难的考生和视力障碍的考生延长考试时间。

6．“无障碍”

无障碍作为一项原则，同时在《公约》第九条进行了详尽规定。

它是残障人享受一切权利以及在社区环境中独立生活的基础，包含

为了确保残障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无障碍地进出物质环境，使

用交通工具，利用信息和通信，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和系统，以及

享用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向公众开放或提供的其他设施和服务而采取

的一切措施。这些措施应当包括查明和消除阻碍实现无障碍环境的

因素，应当适用于：建筑、道路、交通和其他室内外设施，包括学校、

住房、医疗设施和工作场所；以及信息、通信和其他服务，包括电

子服务和应急服务。17 无障碍包括物质环境、信息交流、制度政策和

偏见定见四个方面的障碍消除与辅助支持，它贯穿残障人所有权利

的确保与实践，也包括媒体与残障人打交道的全过程。

7．“男女平等”

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中仍广泛存在性别不平等，而残障女性

17.  《公约》第九条·通信和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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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具残障与性别双重标签，处境更加艰难，需要我们格外关注。同时，

残障人士的女性亲属们同样会受到残障与性别的双重压迫，这类“受

残障影响女性”的状况与处境经常会被忽略。有所遗憾的是，本原

则申明的是男女平等，而非性别平等。

8．“尊重残疾儿童逐渐发展的能力并尊重残疾儿童保持其身份

特性的权利”

残障儿童是困境儿童中处境极为艰难的群体，因为其发展不可能

符合统计学意义上儿童“正常发展”的标准。在传统或医疗模式下，

社会极易不尊重其身份特性，迫使其走上绝对康复成“正常”的歧路，

致使其错过儿童所需的综合发展时机；或因缺乏符合其特点的早期支

持，违背其身心发展特性，影响其全面成长，使之难以有尊严地生活

并融入社会。诸如视障儿童早期干预的缺乏、听障儿童过度的言语训

练、自闭症儿童的各类标准化康复训练等，都是对这一原则的悖离。

下面，我们将就传播无障碍、合理便利以及残障与性别进行更

为详细的说明。

（三）合理便利
无障碍与合理便利均为确保残障人实现其固有权利的必要手段。

无障碍是宏观的、标准化的、固定的，合理便利则是个人的、具体的、

灵活的，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推进残障人的平等参与。

在传统的反歧视中，人们更加关注形式上的平等，通过种种措

施来努力杜绝区别对待。但对残障人平等参与和权利保护的审视向

平等的实质提出了新的思考。出于生理、心理上的差异，促进和确

保残障人的权利平等，在很多时候恰恰要提供区别对待。合理便利

概念的提出，拓展了人们对反歧视的理解和对平等的实质的深入思

考。若要在媒体报道中确保残障人的参与，使其意见得到充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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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要我们深入理解及运用合理便利。

“合理便利”是“指根据具体需要，在不造成不当或过度负担

的情况下，进行必要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

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或行使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18 该定义中的一

些关键概念包括：

1．“必要的”：合理便利不是为了满足残障者的个人爱好或突

发奇想，而是为其提供所需之物以保证其享有平等的参与权。例如，

给糖尿病人提供无糖的食物就是一种合理便利的给予，而并不因为

其喜欢吃鱼翅就每天都为其提供鱼翅。

2．“适当的”：合理便利并非仅仅为了残障者本人而做出改变，

而是做必要之事以确保残障者能够与他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社会

生活。例如，如果修整房屋时在房前放置一个斜坡，就是一种合理

便利，而安装一个新窗户则不是。

3．“修改和调整”：合理便利是在你现有所做的事情基础上而

做出的改变。如果一个组织有对残障者无障碍的经营场所、服务、计

划和活动，残障者可以与他人享有平等的权利，那么就不需要额外的

合理便利了。这是一种最佳选择，产生于将残障议题纳入主流化生活。

4．“不当或过度的负担”：没有人必须提供可能会导致其倾

家荡产的合理便利。人们对大型或资金充裕的组织提供合理便利的

期待，远超小型或经营不善的组织。但是，大多数合理便利并不耗

费资金，或只需要很少花费。美国工作场所联盟所做的研究显示：

15% 的工作场所调整不需要任何花费，51% 的调整花费在 1-500 美

元之间，12% 的调整花费在 501-1000 美元之间，22% 的调整超过

1000 美元。19

18.  《公约》第二条·定义。
19.  美国劳工部，http://www.doleta.gov/disability/htmldocs/myths.cfm，参考于 2009 年
12 月 10 日。

http://www.doleta.gov/disability/htmldocs/myths.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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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合理便利适用于残障者生活的所

有部分，其目的是确保残障人所有权利的平等实现。不能只在教育

中提供合理便利，却在司法诉讼中以某些理由来拒绝。而且，如果

在同一场合有不同障别的残障人参与，其合理便利都应当得到满足。

例如，视障者与听障者的需求可能正好相反，但不能因为满足了其

中一人，就可以拒绝另一人，而是都要考虑到位。20

（四）残障与性别
如前所述，在我们的社会中，残障女性遭受着基于残障与性别

的双重压迫。在女性权利的倡导过程中，容易忽略残障女性的经验；

而讨论残障权利运动时，女性也会相对失语。因此，我们在下文具

体阐述残障与性别的关系。

1．残障女性生活状况与社会的三大差距

（1）残障女性与非残障女性之间的差距；

（2）残障女性与残障男性之间的差距；

（3）农村残障女性与城市残障女性之间的差距。21

2．残障女性权利保护运动面临的两大落后

（1）远远落后于妇女权利保护运动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妇

女运动初期认为要打破“女性柔弱，不如男性”的刻板印象，而残

障女性与这一理念不相符合，因此被忽略在运动之外。

（2）远远落后于残障权利保护运动的发展：其原因是既有的性

别不平等的格局，在残障人群中同样有所体现。因此，当残障权利

运动发展之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残障男性，因此天然会忽视性别

不平等现象在残障领域的呈现。同时，残障这一“缺陷”容易成为

20.  参考：DET Guideline
21.  刘伯红、郭砾、辛湲、赵云、郝蕊：《中国残障妇女发展困境、利益需求与对策研究》，
《残疾人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1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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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人士单一的标签，覆盖其他的身份与经验。这也使得残障权利

保护运动发展之时，难以关注到残障女性的多重压迫处境。

3．受残障影响女性

在前文介绍“基于残疾的歧视”这一概念时，我们已经指出，

并非只有残障人才会遭遇基于残障的歧视，残障人的亲属也有可能

被歧视。受到残障与性别因素双重压迫的，不仅有残障女性，残障

人的母亲、姐妹、妻子、女儿等女性亲属同样会因为残障而遭遇双

重压迫。例如，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下，当家庭中出

现残障孩子时，母亲更有可能成为那个被指责的人，基于残障的照

料甚至是权利争取的责任，也会默认为由母亲来承担，从而给其生

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受残障影响女性特别容易遭遇基于

残障的歧视，而这种歧视又容易被忽略，其生活与权利状况同样需

要重点关注。

（六）提高认识
如前所述，残障人长期被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负面的态度导

致了陈腐的观念，使更多人歧视残障人并贴上负面标签，而这些定

见又反过来不断加深负面态度，不断恶性循环。对此，《公约》强

调社会态度对人们看待残障人及其对社会的贡献有重要影响，因此

用一整条（第八条）的篇幅规定国家具有制止关于残障人的陈腐观念、

偏见和有害做法的义务。

鉴于媒体在反映和影响公众舆论方面的重要作用，《公约》要

求各国采取措施鼓励各类媒体以与《公约》的宗旨相一致的方式塑

造残障人的形象（《公约》第八条·第二款·第三点），也强调监测

社会态度对于了解残障人的人权状况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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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认识”的涵义有：

1．提高整个社会对残障人的了解和认识，促进对残障

 人权利和尊严的尊重；

2．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消除对残障人的角色定型、偏见

 和歧视；

3．提高对残障人的能力和贡献的认识，促进了解残障

 人的技能、才华和能力以及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等，

 以在平等的基础上重塑残障人群的形象，逐渐消除

 社会隔离，推动建立一个平等多元的和谐社会。



第二章 
媒体报道残障的
框架与状况

通过第一章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体现了一种残障新范式，传递出赋权增能于残障人的理念，这

与过往对残障人所持的刻板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它

需要一个信使将其意图传递给大众，媒体就是这个信使。而如

何发挥该信使的作用，通过报道促进残障平等，就需要先弄清

楚残障新闻的各种报道框架，了解残障议题如何被建构，意义

如何生成。

吉特林认为：“媒体框架（Media frame）是经选择、强

调与排除而进行认知、阐释、呈现的稳固模式，符号操作者得

以常规性地组织话语，无论这种话语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22

在本章节，我们将会介绍大众媒体报道残障的常见框架，并结

合《公约》的原则分析这些框架对残障人充分参与并融入社会

和平等权利保护带来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会介绍我国大众媒

体报道残障的状况，从而从微观到宏观，在不同的层面上使人

们意识到大众媒体起到的作用，并对如何改变建立行动基础。

22.  Gitlin, T.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pp,7.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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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体报道残障的常见框架

基于残障的 4 种模式，以“如何看待残障人 - 我们该怎么办”

为结构，我们识别出关于残障议题的 8 种媒体框架，即：（1）传统

模式对应排斥框架、慈善框架和励志框架；（2）医疗模式对应纠正

框架；（3）社会模式对应效益框架、共赢框架；（4）权利模式对

应检视框架、增能框架，下文将一一详述。

（一）排斥框架（威胁 - 控制）
1．形象：残障人被媒体再现为对非残障人和整个社会的威胁与

负担。

2．认知：一是残障在生理上会传染；二是残障会带来晦气、霉

运等；三是残障会给家庭、社会带来难以承受的承重负担。

3．现象归因：残障的无价值与无能。

4．行动导向：根据残障的程度压制、远离，甚至抛弃、消灭。

5．影响：加深公众对残障的恐惧心理。

 【案例】《张纪水：自闭症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节选）23 

“自闭症对家庭带来的负担很重，一个是经济负担，

一个是心理负担。带着孩子看病会消耗大量的金钱和精

力。而由于对病情认识不够，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埋怨，

导致矛盾冲突产生。”张纪水医生谈到了现在我国自闭

症患儿家庭的普遍现状。

23.    张雨馨：《张纪水：自闭症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新华网，2017 年 4 月 12 日。
http://www.xinhuanet.com/gongyi/2017-04/12/c_129529574.htm

http://www.xinhuanet.com/gongyi/2017-04/12/c_1295295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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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慈善框架（悲剧 - 关爱）
1．形象：残障人是“需要救助的可怜人”，是他人施以爱心的

对象和衬托。

2．认知：残障是个体和家庭的悲剧。

3．现象归因：残障人无能和无价值。

4．行动导向：出于道德文明的考虑，社会应关爱、帮扶和照料

残障人。

5．影响：这种框架虽未直接对残障人予以歧视或侮辱，但慈善

背后是俯视之态。短期内慈善能够解决部分残障人的生存问题或急

迫需求，但本质上会强调残障的个体的无能，仍在加深歧视与隔离。

 【案例】《唐县第二中学学生坚持帮助残疾同学：

我们就是他的双腿》（节选）24 

清晨，早早起床在教室外等着张烨楠，把他背到教

室，帮他抄笔记、交作业、买饭打水，课间背着他去厕所、

晒太阳，楼上楼下上多媒体课……张烨楠在学校的每一

步行走，几乎都是在邸浩然、王旭的帮助下完成的。

去年以来，邸浩然、王旭荣获第六届河北省“自强

之星”“保定好人”“保定 2017 年十大新闻人物”称号，

被唐县相关部门授予“全县三好学生”“全县优秀共青

团员”等荣誉称号。

24.  薛惠娟、李红叶、张宝昌：《唐县第二中学学生坚持帮助残疾同学：我们就是他的双腿》，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为《唐县第二中学邸浩然王旭坚持帮助残疾同学》，载于
河北新闻网，2018 年 6 月 1 日。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2042619670123903&wfr=spider&for=pc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2042619670123903&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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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励志框架（模范 - 崇拜）
1．形象：残障人是拥有某种特殊能力或超常毅力的励志榜样。

2．认知：残障给人生发展造成巨大问题，因此人们对残障人抱

有低期待或零期待。

3．现象归因：伤残的局限与个体超常天赋及努力之间的巨大反

差。这些出类拔萃的残障人克服了伤残带来的困难，通过某种天赋

与不懈努力，取得了“常人难以启及”的成就。

4．行动导向：对这些取得超常成就的残障人的崇拜与学习，以

及用这样的例子去激励和鼓励更多残障人要自强自立。

5．影响：该框架让人们看到了极少数残障个体的部分能力与成

就，有一定积极作用。然而，它的出发点仍是对残障人能力的否定和

偏狭认知，并仅将残障人的成就归咎于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容易使人

们忽略残障人寻求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机会不平等与结构性障碍。

 【案例】《身残志坚！这些残疾人艺术家可能比你画得好》（节选）25

画家刘树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残疾人艺术家

虽然在肢体上有困难，“但在心灵上他们有坚强的意志”。

他坦言，艺术是展示心灵的东西，是展示每个人对生活

的理解、对美的追求。“这些残疾人艺术家做的非常好，

有的作品已经超出了健全人的水平。”

25.  宋宇晟：《身残志坚！这些残疾人艺术家可能比你画得好》，中国新闻网，2018 年 9 月
8 日。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8/09-08/8622044.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8/09-08/86220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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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纠正框架（缺陷 - 修补）
1．形象：残障人是医疗技术与康复措施发展与实施的受益者，

同时也是技术发展对其进行拯救的等待者。

2．认知：残障人因其伤残的缺陷不符合标准、效率和美的社会

能力认知。

3．现象归因：残障人的身心机能存在缺损，不符合正常标准，

又缺乏医疗与康复资源和先进的技术辅助而无法恢复到“正常”，

从而“正常”生活。

4．行动导向：强调发展更新、更廉价的技术并投入规模化应用，

以纠正残障人的不正常。

5．影响：医疗与康复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实施对改善残障人的境

遇有重大意义，但若仅强调技术的决定性意义，就会忽略残障人所

面临的其他困境，以及因是否能贴近“正常”带来的残障人群面临

的外部与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丧失综合发展的机会。尤其那些目

前无医可治或疗效甚微的残障人，则被长期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案例】《中国自主研发外骨骼机器人，

截瘫患者穿上可自如行走》（节选） 26

站立行走，对普通人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

对脊髓损伤的截瘫者而言，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5 年前，

四川自贡小伙儿林寒工作时意外从四楼摔下，背部脊髓

损伤，双下肢丧失行动能力。近日，他穿戴上外骨骼机

器人，不仅能如正常人一样站起行走，还能自如地完成

上下台阶等动作。

26.  吴晓颖：《中国自主研发外骨骼机器人，截瘫患者穿上可自如行走》，新华社，2018 年 
8 月 20 日。http://www.xinhuanet.com/science/2018-08/20/c_137402263.htm

http://www.xinhuanet.com/science/2018-08/20/c_1374022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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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林寒四肢运动提供能量的这款红白相间的“钢铁

侠”，是电子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洪团

队研发的第四代外骨骼机器人。

（五）效益框架（资源 - 激活）
1．形象：残障人是被忽视的、有待开发的人力资源和消费者资源。

2．认知：残障人具有一定潜能，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

3．现象归因：残障人的价值被人们长期忽视，也没有适合其潜

能发挥的环境，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开发和利用。

4．行动导向：政府与市场应转变观念，看到该群体的潜在价值，

通过投入资源、改善劳动环境、提供支持、挖掘消费市场，使残障

人的潜能得到发挥。

5．影响：使人们认识到对残障议题的关注不再只是纯粹的付出，

而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但该框架对残障人价

值的评判仅以消费社会的需求为标准，可能将部分被认定“无能”“无

用”的残障人排除在外。

 
【案例】《支持残疾人创业是慈善也是投资》（节选）27 

残疾人教育水准普遍提高，成为了极具潜力与价

值的人力资源。今年，广东省高考首次启用盲文卷，深

圳也十分重视残疾人教育工作，去年有 27 名残疾人被

普通高等院校录取。我们不能让有能力、有想法的残疾

人因为残疾康复治疗产生的经济压力等客观原因而被埋

没。“你不知道那个孩子会成为未来的领导者”在西方，

27.  王森：《支持残疾人创业是慈善也是投资》，《深圳特区报》，2019 年 7 月 10 日。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9-07/10/content_22245757.htm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9-07/10/content_222457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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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为儿童权利鼓呼时常常使用这一口号，这个逻辑

我们也能放在残疾人权益事业中来，政府扶一把、撑一

撑，也会有残疾人成为像马化腾、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

行业领头人。

（六）共赢框架（同类 - 包容）
1．形象：人人都是残障人。

2．认知：障碍是一种普遍的共有的经验，因此非残障人对残障

人的各种支持与投入其实也是为了自己，并非额外付出。

3．现象归因：残障是一种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状态，残障人的需

求并无特殊之处，社会没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让残障人遭遇了隔离。

4．行动导向：我们应大力关注并投入整个社会的无障碍建设，

服务残障人也是服务自己。

5．影响：该框架兴起于人口老龄化议题，将残障经验与个体的

伤病类比，以普同经验的理论作为切入点，促使人们看到障碍与自

身的密切关联，而不再纠缠于对残障人的特殊照料与额外付出。然而，

社会对老年人、伤病人的社会参与和贡献的期待较低，残障人难以

通过这一思路获取独立生活、教育、就业、法律能力等权利方面的

足够支撑。

 【案例】《毕飞宇：我们每个人都是“残疾人”》（节选）28 

“融合教育的工作已经在做了，但是有一部分问题

在于家长的包容上，”毕飞宇说道，“我们每一个为人

父母的，是不是都应该想一想，‘万一我的孩子不那么好，

28.  王丽华：《毕飞宇：我们每个人都是“残疾人”》，中国青年网，原载于《金陵晚报》，
2017 年 6 月 8 日。http://news.youth.cn/jsxw/201706/t20170608_10007364.htm

http://news.youth.cn/jsxw/201706/t20170608_100073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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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该怎么办？’”在他看来，融合教育不能仅仅靠政府，

每一个人的行动和改变认识都很重要。“我们的认识可

能有个盲区，都觉得自己身体健全就是健全人了。但我

们每个人都在认知、能力、德行上有短板，我们何尝不

是‘残疾人’呢？我们明明都是同类啊。”

（七）检视框架（责任 - 履行）
1．形象：残障人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2．认知：相较于慈善框架下纯粹的个人悲剧，它虽然也认为残

障是个体层面无法改变的问题，但更强调作为弱势群体的残障人所

面临的社会支持尤其是相关政策保障的缺失。

3．现象归因：残障人处境的脆弱性导致其需要社会政策的格外

支持。

4．行动导向：聚焦于问责政府与社会，期待外部支持与保障体

系的完善。

5．影响：它看到了外部社会的障碍，能够推动物质、信息环境

等从制度层面的建设与保障，关注于对政策是否确保其权利并能否落

实的检视与推动。不过，残障人可能仍旧是保障性政策的客体，对残

障人能力与价值的偏见导致平等机会发展缺失的问题仍难以显现。

 【案例】《招录残疾人，党政机关不能缺位》（节选） 29

改观出现在这两年。上海、北京已有实质性动作，

上海今年一下子拿出 40 多个职位专录残疾人，成为制

度性安排。山西规定，确有条件提供岗位而不按规定定

29.  唐 悦：《 招 录 残 疾 人， 党 政 机 关 不 能 缺 位》，《 新 华 日 报》，2015 年 1 月 23 日。 
http://js.xhby.net/system/2015/01/23/023451356.shtml

http://js.xhby.net/system/2015/01/23/0234513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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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招聘残疾人的，不准其进行招聘工作。浙江由组织、

人社部门每年统一下达招聘计划，设立事业单位残疾人

岗位，并放宽条件和开考比例。安徽要求同等条件下优

先录用残疾人，今年所有省级党政机关至少安排 1 名残

疾人，并纳入“评先”标准。

（八）增能框架（主体 - 参与）
1．形象：残障人是权利的主体。

2．认知：残障人应当平等参与到自身的一切事务中来。

3．现象归因：残障人群诸多困境的根源是权利主体地位的缺失

和平等参与机会的被剥夺。

4．行动导向：对残障人权利的保护不应参照其对外部社会的贡

献和价值。社会应采取各类行动，宣传残障人的权利与平等，反对

侵害残障人平等权利、侵犯残障人固有尊严的行为，消除陈规定见，

对残障人群进行赋权增能，协助其参与并决策自身事务。

5．影响：它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残障人作为平等的、有尊严的人

所面临的处境，不再以残障人的工具价值来决定社会应予以的支持，

也进一步促使公众思考平等的权利对于每个人的意义。这种框架的

实践需要良好的公民教育基础，否则容易陷入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

确的立场之争，造成新的对抗与拉锯，也使得本即位处边缘的残障

人群遭遇实际生活中的新一轮排斥与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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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必胜客“虾球”广告引争议，百胜集团致歉》（节选）30

20 多岁的女志愿者小邓说：“你看这个广告片中，

虾球上面还戴着一副墨镜，拄着盲杖，特意配上了‘瞎’

字字幕，最后还有嘲弄的笑声，意思很明显，如果我是

盲人，看到这个短片心里也会很难受。”

“我是今年 5 月份无意中听到这个广告，后来也听

很多残友说，拿我们残疾人开涮，很气愤。”一只眼全

盲、另一只眼低视力的 25 岁视障小伙付龙告诉记者，“作

为一个视障人士，我的权益受到了侵犯，我必须站出来

维护。在这里抗议的目的有三方面：一是希望必胜客停

止广告侵权行为，二是希望必胜客正式进行公开道歉，

三是希望必胜客拿出跟投入这个广告耗用同样多的资金

做公益宣传，消除对残疾人的不良影响，消除残疾歧视。”

需要注意的是，一篇报道中含有多种框架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如同残障的模式一样，本手册的总结与划分，是为了提供给使用者

思考与分析的工具，以便于更为深入地了解关于残障报道的文本、

生产和效果，其根本离不开残障的四种模式以及其对残障的认知。

二、我国大众媒体残障报道的状况

2013 年 3 月至 1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创新

工程项目“中国特色传播与社会发展”的“通过传播促进残障人群

就业”课题组（以下简称“中国社科院新闻所课题组”）与当时的

30.   门杰丹：《必胜客“虾球”广告引争议，百胜集团致歉》，中国新闻网，2013 年 6 月 5 日。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3/06-05/4898951.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3/06-05/48989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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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一（北京）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合作，在国际劳工组织支持下，

共同开展中国印刷媒体残障议题报道的研究，有如下发现：

（一）媒体报道的现状及趋势
1．报道类型：近半数的报道为专题报道 / 通讯 / 故事，占比接

近半数，有利于讨论残障人群发展的问题；其次是新闻、评论或资

料介绍、图片新闻等。

2．报道主题：有关残障议题的报道主题依次是：形势 / 政策

（29.0%）；政府帮扶（28.3%）；民间社会帮扶（24.4%）；健康 /

医疗 / 康复（23.4%）；个人奋斗故事（22.6%）；法律（包括犯罪报道，

21.0%）；权利议题（20.2%）；就业或技能培训（17.3%）；教育

（16.4%）；获得资助（8.7%）；无障碍（3%）；社会、家庭支持（3%）；

体育运动（2.8%）等。在全部 1468 篇报道中，有 42 篇以体育运动

为主题的报道，但几乎全部集中于残奥会，只有一篇提到日常的体

育活动。关于残障人群的文化报道有 21 篇。在总共 35 篇有关家庭、

学校和社会支持的报道中，鲜少提到有关残障人群权利，大多数以“爱

心”“孝心”“敬业”等慈善或励志框架来表现这种支持。

3．消息来源：统计显示，消息来源最多来自各级政府机构，占

42.8%。以下依次是：公众（23.7%）；残障人士（17.4%）；专家

（6.8%）；企业（3.2%）；OPD（2.4%）；其他（3.2%）。而且，

5 年来，残障议题报道的消息来源没有大的变化。大多数消息来源是

政府机构，残障人士作为消息来源的比例大致在 14% 至 23% 之间，

来自 OPD 的消息来源非常少。

（二）大众媒体再现残障人群的特征
1．性别与年龄：在一般新闻报道中，如果出现重要人物，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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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显示人物的性别和年龄，但在对残障人群的报道中，40.7% 没有

显示性别，38% 是男性，20.6% 是女性；48.9% 没有显示年龄，能

够辨别出年龄的残障人大都在 15-55 岁这一年龄段，占 28.5%，儿

童（14 岁以下）占 11.7%；56 岁以上的占 6.5%。

2．所在地：中国大陆城市，占 52.6%；中国大陆农村，占 9.6%；

中国大陆（无法辨别是城市还是农村），占 32.3%；海外报道，占 5.4%。

根据中国政府提交的《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实施报告，在农村生活

的残障人数量远高于城市，达到了整个残障人口的 75%。比较而言，

中国农村残障人群的情况在新闻报道中被严重忽略。

3．主体与客体：在新闻报道中，我们会对所报道的人物区分主

体和客体。主体指的是新闻中的主要人物，其行动和语言以及情感

被记者所重视，所描述，所认同，其自我表达有较强的自主性。客

体则相对沉默且是新闻配角，通常被别人代言。统计表明：在这个

样本中，残障人士被表现为新闻主体的为 35.7%；客体为 61.4%，

不明为 2.8%。

（三）大众媒体对残障人群的就业或工作的再现
统计表明，未提及就业现状的占 35.6%，未提及残障人群职业

的报道占 39.4%。大多数新闻报道未提及就业障碍，占 78.6%；提

到的障碍主要包括：残障本身（11.5%）；社会误解和歧视（5.5%）；

国家政策（5.2%）；残障人士能力不足（4.4%）；社会无障碍设施

不足（2.3%）等。大多数（77.2%）新闻报道也未提及消除就业障

碍的解决方案，提到的方案依次如下：改变制度或规定（10.4%）；

残障人自立自强（6.3%）；消除歧视（5.2%）；倡导残障人权利（4.6%）；

爱心（4.6%）；改善无障碍设施（3.7%）；执法（2.5%）等。有

关国际国内促进就业先进经验的报道数量占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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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促进残障人群就业对残障人群的发展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但总体看来，就业和残障人群的工作还不是目前报道的重点。

（四）残障事务报道的权利意识
1．关于平等

权利意识的核心是所有人群无论是否残障都应得到平等对待，

不应因残障或其他原因而受到区别对待或贬低、歧视。经验表明，

对残障人群的误解、偏见和社会歧视是残障人群就业、融入及参与

公共生活的最大障碍。

我们注意到，仍然有大众媒体采用歧视性词汇如“弱智”“瘸

子”“瞎子”或“哑巴”来描述残障人群。至少有 15.3% 的新闻报

道将非残障人群与残障人群对立（或有区别的）化描述，即将残障

人群与非残障人群分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有能力的”

和“没有能力的”，“正常的”和“不正常的”等对立群体，且有

高下之分，似乎残障人群不如非残障人群有价值。对立描述的典型

案例如“你看不见这个事实，你就是一个瞎子”，通常用于比喻。

在样本中，出现了如“半残”，“就像瘸子丢了拐棍”，没有文化

就是“先天精神残疾”，“院子里的瞎子路灯亮了”，“部分住宅

小区监控探头变成‘瞎子’报警系统无法正常工作，上海技防系统‘半

残’现象倒逼相关立法出台”等描述。

2．关于法律讨论和残障人群公共参与

《残疾人权利公约》强调，各国政府的义务之一是要通过立法

推进残障人群融入并参与社会和公共生活。统计表明，近 59% 的新

闻报道讨论了有关法律政策及其改善措施。但较少看到残障人士、

OPD 以及残障儿童如何参与立法和政策讨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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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性别平等

从社会性别平等的角度，我们亦关注残障人群发展的性别问题，

但是 95.8% 的报道未提及社会性别。

4．关于无障碍

《残疾人权利公约》中的 8 项重要原则之一（也是人权标准之

一）即“无障碍”，以使残障人能够独立生活并充分参与各方面生活。

无障碍的根本含义是：

为残障人群提供能够独立行动和提高自主性的物理

和信息设施，达到赋权，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去“关爱”或“献

爱心”。无障碍将确保残障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

无障碍地进出物质环境，使用交通工具，利用信息和通信，

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和系统，以及享用在城市和农村地

区向公众开放或提供的其他设施和服务。它包括了公共

场所和私人领域的设施无障碍——建筑、道路、交通和

其他室内外设施，包括学校、住房、医疗设施和工作场所；

适合不同残障人群的以及能够帮助残障人群独立行动的

各种无障碍器具；和信息交流无障碍等。

事实上，无障碍涉及残障人群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我们重

视新闻报道如何提及“无障碍”。统计表明，大约 76.4% 的新闻报

道未提及无障碍。提到“无障碍”的 23.6% 的报道中，其“无障碍”

涉及了上述三个重要方面：

（1）公共场所和私人领域的设施无障碍：如盲道、坡道、体育

场馆无障碍、公交车无障碍、楼宇电梯语言提示、无障碍卫生间、

高低位组合工作台位、无障碍出租车、洗澡椅、公园或旅游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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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无障碍、邮局和银行的无障碍服务、聋人家庭的可视门铃、

视障家庭的语音对讲系统、无障碍教室、无障碍订票系统等。

（2）适合不同残障人群的以及能够帮助残障人群独立行动的各

种无障碍器具：轮椅、人造耳蜗、放大镜、导盲犬、助听器、盲杖等。

（3）信息无障碍：电视字幕、电视剧使用手语、读屏软件、盲

文打印机、盲人读物、无障碍地图、特殊键盘等。在上述提及无障

碍的报道中，鲜少报道会介绍有关“合理便利”和“通用设计”的

重要概念和相关信息。

这些发现为接下来的媒体倡导提供了证据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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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残障人拥有与他人在平

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和公共生活的权利，我们要

关注社会偏见、歧视和环境障碍如何影响残障人群的权利，以

及采取何种行动或政策可以消除这种障碍。本章节介绍的便是

媒体与残障人组织对媒体态度的监测，以及促进媒体报道残障

平等的直接建议和间接倡导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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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体监测

如第一章所述，通过媒体收集信息有助于监测社会对于残障人

的态度。《公约》强调社会态度影响着人们对残障人及其社会贡献

的看法，因此用“第 8（1）(a）-（b）条”一整条的篇幅规定了国

家对于制止关于残障人的陈腐观念、偏见和有害做法的义务。鉴于

媒体在反映和影响公众舆论方面的重要作用，公约第 8（2）（c）条

要求各国采取措施，鼓励各类媒体以同公约的宗旨相一致的方式塑

造残障人的形象。因此，联合国《人权监测员指南》就媒体监测给

出了如下领域，媒体从业者与残障人组织成员可以据此展开监测。

1．媒体是否报道残障人？ 

2．如报道的话，是哪种媒体，在其新闻产品的哪些部分？ 

3．残障人是被塑造为受害者还是权利的持有者？ 

4．媒体是否代表了残障人的观点？

5．所使用的语言和图像是否适当？

6．媒体传递的信息是强化还是抵制了陈腐观念？ 

7．随着时间推移，媒体关于残障人的报道是否有变化？

 如有的话，体现在哪些方面？

8．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 

9．这些报道是否准确地反映了残障人的现实生活？

10．残障人是否能接触到媒体？

这些监测建议从更宏观的角度扩展了我们的视野，由此看待媒体

报道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了残障平等，让我们不仅仅纠结

于一篇报道的主导框架是“慈善框架”还是“权利框架”，而能够察

觉到整体环境的发展趋势，从而更理性地思考我们的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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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破解关于残障的定见

由于长久的隔离，人们并不了解残障。在传统模式和医疗模式

的影响下，反而对残障有了很多偏见与迷思。它们大多全凭想象，

并无科学证据，有的是以偏盖全，有的是错误归因，有的是已不再

适应当下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化的认知。媒体与残障人组织应

当了解这些定见，根据事实和先进的理念进行破解，并据此监测并

推动残障议题报道的改变。为此，我们为你挑选了一些常见的定见

及破解思路以供参考，期待你所展开的媒体传播行动，能够打破这

些并不合理的“传闻”，发现并破除更多迷思。

定见一：“残障人的数量并不是很多，所以残障问题并不是一

个大问题。”

破解：残障人在所有体制的社会中都存在，其中很多人因为受

到社会歧视和排斥而隐藏在家中或社会机构里。生理、态度、法律、

规定以及沟通方面的许多障碍限制了残障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机

会。此外，一些人可能在某方面存在障碍，但他们也许并不会认定

自己是残障人。最重要的是，数量并非其状况是否值得关注的决定

性指标，其权利保障状况才是。

定见二：“残障会传染，要离残障人远一点。”

破解：不管是从生理上还是文化上，残障都不会将任何“疾病”

传染给任何人，也不会将“晦气”传染给任何人，残障是人类多样

性的一种，残障人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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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见三：“大多数残障人的能力都很差，甚至智商低下。”

破解：用所谓的智商和能力来评价一个个体，并将智商与能力

划上等号，将残障与能力低下划上等号，是工业社会以来的一个迷思，

已有很多科学研究表明这种评价存在偏差，并充满歧视。其中认为

一个人的能力与智商是天生固定的，更是遭到批判。其实一个人的

能力是可以逐渐发展的，各方面能力的高低，取决于一个人是否能

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以及符合其发展特点的支持。如若没有以上两者，

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会成为“能力与智商低下”的人。

定见四：“残障是可悲的，残障将会支配其生活，使其无法实

现抱负，获得成就。”

破解：伤残并不会支配残障人的生活，它只是一个特点。残障

人能否发挥自己的才能并获得成就，取决于其所在的社会是否提供

了足够的支持。在不少人眼中，残障人大都会因伤残而感到自卑，

其实也是受到了社会负面态度的长期影响，而负面态度也进一步限

制了残障人的发展。如果残障人能够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残障人

能和其他人一样，发挥才能，实现抱负，取得成就。

定见五：“残障人都有某种超能力，比如盲人听力都特别好，

自闭症是绘画、音乐天才等等。”

破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之长短。可能某些残障者在某些

方面拥有超出一般水平的能力，但并不意味着整个残障群体或同一

障别的人都是如此。同时，如视力障碍、听力障碍和肢体障碍人士

等具备的很多所谓“超能力”，其实是在处处受限的环境中发展出

来的代偿功能。而心智障碍人士拥有的所谓才能，只是崇尚能力主

义的社会的偏颇认知，譬如媒体一度关注“中国雨人”周伟所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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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能力，但缺乏对其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的发展的讨论。若我

们过度关注、传播这些基于无知或无奈的“超能力”，容易以偏概全，

以个体替代群体，制造新的刻板印象，并忽略残障人面临的社会障碍。

定见六：“残障只是一个健康问题。”

破解：无论残障与否，健康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健康并不是残障领域唯一的或最重要的问题。而且，打破医疗模

式之后，残障已不再或不单是一种仅关于健康的状态。残障人参与

工作和社会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远不只是伤残本身。残障人的

生活质量、个人发展与成就获得，还取决于残障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自我认知、平等的教育、社会支持、技能发展以及参与公民社

会等等。

定见七：“残障人不需要性。”

破解：和非残障人一样，残障人也有性的欲望、性的幻想和性

的表达。有时候残障人无法宣之于口，并非因为其在性方面一片空白，

而可能是社会文化忽视或压抑了其需求，认为其不具备性欲、性吸

引力和良好的生殖能力，不会也不应在性方面有所奢求。也有很多

残障人，尤其心智障碍人士，会一直被当作儿童来对待，而儿童在

很多文化里也是应当与性绝缘的。

定见八：“残障人无法享受真正的性爱。”

破解：人们对于性爱有一些误区，认为它只能是阴茎插入阴道

这样单一的形式，这种认知会误导一部分残障人，以为自己毕生无

法享受到真正的性。但事实上，除了插入式性交，拥抱、抚摸、亲吻、

口交等都是性的一部分。性本身是多元的，而残障人的性，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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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缺陷的或不完整的性，而是独特的性。比如，盲人虽然无法获得

视觉上的享受，但在听觉与触觉上可能会更加投入，享受到非视障

者难以体会到的愉悦。

定见九：“残障人不应该生育。”

破解：如同对性有很多误区，很多人对生育也充满偏见。有人

认为残障是一种悲剧，而它有可能遗传，所以残障人不能生育；有

人认为残障人没有性，更不会有生育的能力。且不论当今社会高度

发达的辅助生殖技术，单就生育能力与必定遗传来说，人们就对残

障人充满定见。即使残障确实会遗传，但因此剥夺残障人生育的权利，

认为那是悲剧的延续，不仅是对其基本人权与自由的侵犯，也从根

本上否定了残障人作为人类大家庭一分子的固有尊严。从社会模式

来看，一个残障人应当获得的服务是足够充分的信息，以及在其做

出决定后，能够基于其特点提供的生殖健康服务支持。

定见十：“残障人独自出行、参与社会活动更危险。”

破解：没有任何研究表明残障人出行并参与社会活动会更加危

险，真正在出行中遇到危险的可能是走路低头看手机、酒驾和其他

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们。不管是视力障碍、听力障碍还是心智障碍，

人们觉得残障者在社会中有太多不方便，因此会产生这样的想象。

但事实是，残障人出行时因为知晓障碍的存在，会更加谨慎并提前

做好万全的准备。即使担忧残障者可能遇到危险，我们应该做的事

也不是拒绝其参与，而是通过提升其能力和消除社会环境中的障碍，

使其出行和社会活动参与之路更为顺畅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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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见十一：“有些残障人的能力足够，可以去普通学校上学，

但还有很多能力不足者，还是去特殊学校对他们成长更有利。”

破解：能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以

能力作为能否接受教育以及是否有资格进入融合环境的区分标准，

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儿童受教育的初衷。从全球的融合教育实践发展

来看，在融合教育中，残障儿童的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定见十二：“融合教育会占用更多的资源，对社会来说是个负担。”

破解：这种想法通常忘记了隔离式的特殊学校本身也是一种投

入。早有诸多实证研究表明，从整体上来看，融合教育和隔离式的、

双轨制教育形式相比，不仅不会带来更大的投入，从长期来看，反

而成本更低。如果计算方式再拉长到残障人士进入社会后能够创造

的贡献，和政策福利的支出相比较，融合教育带来的效益会高出更多。

定见十三：“无障碍是指盲道、坡道和轮椅等残障人专用设施。”

破解：每个人在生命中都会遇到障碍，不管是物质的，还是态

度的。无障碍是和设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障碍设计应考虑到每

个人的需求，无论其是否残障，例如十字路口处的语音信号提示，

机场、车站的坡道、直梯，公共场所大空间的无障碍卫生间等，每

个人都可能会用到。良好的无障碍环境能够为每个人提供便利。而

且，无障碍不仅仅指物理设施，服务态度、信息环境、制度政策等

均是无障碍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残障人平等参与并融入社会的前

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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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给媒体从业者的建议

本手册期待媒体报道能够促进残障平等，但并非要求媒体以某

种单一方式来报道残障，因为那本身已违背平等与多元的价值。不过，

从对媒体的监测以及媒体再现残障的框架分析来看，有一些建议无

论在何种媒体、议题和框架下都能适用，并能有效地促进残障平等。

（一）“给媒体的十六条建议”
多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

中国与蒙古局、国际助残联盟（法国）北京代表处、中国社科院新

闻与传播研究所媒介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和一加一残障人工作网

络共同开展媒体监测与研究项目，联合国促进残障者权利伙伴关系

中国项目第一期将这些成果总结，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给

媒体的十六条建议》。

这些建议涵盖了媒体从业者与残障人交往、合作的一些原则，

也囊括了媒体生产和使用残障报道的一些提示。它们可以用于指导

个人工作，也可用于支持组织之间的工作，建议具体如下：

1．在任何情况下，每位残障人士的尊严和权利应该受

 到尊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所倡导的社会

 / 权利模式应该是媒体报道残障事务的准绳。同时，

 考虑到多重与交叉歧视的存在，在报道过程中，应  

 综合地参考性别视角、儿童权利视角等来报道残障  

 女性、性少数及儿童等交叉议题。

2．报道要促进公众理解残障人士所面临的问题，向公

 众提供尽可能实用的信息 , 而不仅仅是励志故事或

 者故事的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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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更为积极的语言来称呼残障人士，描述其生活，

 避免在报道中使用歧视性的语言，包括直接性的歧

 视语言和带有贬损残障人士尊严与价值的语言。

4．特别注意每个残障人士有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其  

 健康状况以及康复情况是隐私。如与主题无关，不

 必过度关注其残障情况。

5．采访某个残障人士并且主题带有一定隐私性的时候，

 需要平衡残障人士与亲友或监护人的愿望和权利，尤

 其是不可只听监护人的意见，而忽略残障人士的表达。

6．任何报道都考虑到残障人士所生活的政治、社会、

 文化的多元环境，在为其提供充分信息的前提下，

 尊重残障人士的意见，不擅自做价值判断。

7．花时间倾听并多采用残障人士自己的表述，而不是

 非残障者如何看待残障人士的观点，特别注意让残 

 障人士不受诱导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8．在采访中要与残障人士平等相处，而不是居高临下

 地“关爱”，或者对其残障的人生反复表示同情、遗憾、

 怜悯。任何不平等的态度，任何强加于残障人士的  

 以关爱为名义的怜悯，都属于歧视。

9．所有的采访应建立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不能假定对

 方同意，而应获取对方非常明确的同意；应确认被采

 访人是自由选择同意并且是知情同意，即保证残障人

 不是在被迫与被欺骗（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接受采

 访；确保残障人了解自己正在与记者谈话，并解释采

 访目的和未来报道会如何使用，以及报道以后可能对  

 其生活产生的影响；确认对方是在明确了解被报道的

 各种可能结果之后做出的决定，包括知晓自己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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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部分，关于他们的信息可能要在区域甚至全球传播。

10．避免在报道涉及残障人士的新闻时采用那些老套

 的和煽情的方式来提升新闻效果，不要过分渲染

 残障者的“英雄”或者“不易”，而是时刻警惕

 来自社会的障碍与定见。

11．在图片中尽量避免使用让残障人士看起来很可怜

 者很渺小的角度，尤其是对身体某些部位的放大、

 特写。

12．不必人为地塑造一些镜头，让残障人士完成平时

 生活里做不到或者不经常做的动作。

13．获取残障人士的照片，需在描述图片作用的前提

 下，征得其同意。

14．相关领域记者可定期与残障人士、OPD 交流沟通。

15． 避免只按残障人群分类而模糊了每个人不同的特质。

16．不要只在“残障人日”“助残日”或者春节、志

 愿者日等特定的日期报道残障话题。

这些建议只是我们建议媒体从业者应当共同遵守的基本伦理。

在此基础上，当媒体理解了残障作为一种应当被尊重的特点和差异

后，在任何一篇报道中，都能找到残障视角，它将给媒体报道带来

更为独特的贡献。

（二）使用尊重的语言
语言在塑造和反映我们的思想、信仰、感觉和观念中起着关键

作用。有些词语在文化传统中，有着贬低残障人士的意思。很多人

可能意识不到自己所使用的与残障人士有关的语言有时是带有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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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非难性的。因此，媒体在报道残障时，使用合适的语言和可被

接受的术语非常重要。以下表格反映了残障人士自己的观点，将会

为你使用准确而尊重的语言提供帮助。

表 1. 残障报道中避免使用与推荐使用的术语

避免使用

残废、残疾

正常人、健全人、普通人

患者

瞎子

跛足、瘸子

聋子、哑巴、聋哑人

截瘫、瘫子

痉挛性麻痹患者、脑瘫

被轮椅限制的 / 依靠轮椅的人

弱智、傻子、白痴

精神病、神经病、疯子

学习无能的、学习困难的

天使、蜗牛、星星

身残志坚、自强不息

有生理缺陷的、折翼的、不完整的

……的风险

推荐使用

残障、残障人、残障人士、残障伙伴

非残障人

人、人士、者

视觉残障人、视力障碍者、盲人、低视力

肢体障碍者、行动障碍

聋人、听力 / 听觉障碍者、
言语障碍者、听力言语障碍者

脊髓损伤者、脊髓损伤人士

脑性麻痹后遗征人士

轮椅使用者

心智障碍者、智力障碍者、发展障碍者

精神障碍者、精神障碍人士

学习障碍人士

儿童 / 人

/

/

……的机率 / 概率



媒体报道
促进中国残障平等指南56

（三）与残障人的相处及合理便利的提供
因为从教育阶段就开始隔离，人们可能没有太多机会与残障人

近距离接触。因此，当你需要采访残障人时，脑海里可能会冒出来

一连串问题：

我要怎样与残障人相处？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我会不会冒犯残障人？会不会不小心造成伤害？

……

其实，与残障人相处并没有任何绝对的禁忌，或是一定要注意

的礼仪。和与任何人相处一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对方感受到尊重。

提前做好准备，相处时让对方感受到一些细节上的用心，是一种尊

重的方式；但在态度上坦诚，并且听取残障人的意见，则更为重要。

因此，当你在准备去采访一位残障人又苦于不知如何是好时，其实

不必纠结，直接向对方说明你的担忧，并告诉对方，如果在这个过

程中有任何感到不适的地方，请都说出来即可。

下面，我们根据残障人与记者打交道的经历与反馈，总结了一

些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与残障人相处时的建议和合理便利，仅供参考。

注意，切勿教条式地执行，而忽略了采访过程中真正能够给出最专

业反馈的人，就是采访对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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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障碍者

在自我介绍之前，不要触摸对方
在多人同时接受采访或需要拍摄、照相、录音前，每个
人都应进行自我介绍，并告知对方正在或者准备做的
事情
不要假定采访对象看不见你，也不要故意在其面前晃动
手指或其它物品，试探对方是否真的看不见
使用正常的声音和语速说话，不必过大或刻意放慢语速
允许对方的服务性动物（如导盲犬）始终陪同
任何时候都不要从采访对象手中拿走或从其放置的地方
随意移开盲杖或其他辅助工具
在走开或离开之前告知采访对象
为需要的采访对象提供大字版、音频、电子版或盲文格
式的信息，包括采访提纲和发稿前的确认稿，修改或批
注的具体格式请直接向采访对象咨询

听力障碍者

在说话之前应先引起对方的注意
如果采访对象没有面向您，请轻触其肩膀进行提示 
不要大声喊叫或使用夸张的语气
直视采访对象，不要捂嘴
无需因采访对象一直盯着您的脸而感到不耐或惊讶，表
情是沟通中非常重要的信息
提前确认并熟悉采访对象倾向于使用的沟通方式，如笔
谈、手语、唇语等
使用缓慢而清晰的发音来方便有需要的对象读唇语
提供随时待命或预先安排的文字实时翻译设备或手语翻
译人员，包括远程在线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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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障碍者

尽可能坐在与采访对象相同视线高度的位置
未经采访对象许可，请勿移动对方的拐杖、手杖、助行
器或轮椅
未经使用者同意，不得倚靠或触摸轮椅
遵从残障人关于如何将其转移到采访、拍摄所需位置的
意见

心智障碍者

保持耐心
不要用传统对待孩子的方式对心智障碍者
使用简单的词语和短句
以各种方式重复重要信息，利用不同的学习工具来协助
采访对象理解您的提问
直接向采访对象而非其监护人提供电话号码或其他联系
方式，以便后续沟通

四、给媒体机构的建议

在推动媒体报道促进残障平等的过程中，除了记者、编辑等媒

体从业者的努力和改变之外，媒体机构的作用也很重要。作为组织，

媒体机构是媒体从业者的管理者、规范者和引领者，在面向公众促

进残障意识提升和机构自身作为表率实践残障多元与融合两个方面

都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针对媒体机构也提出了一系

列的建议：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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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立机构内的残障报道伦理指南与规范。
尽管本手册给出了诸多原则上与实际操作中的建议，但不得不

承认，媒体机构如果拥有内部的指南与规范，对机构工作人员会更

具约束力，也更容易引起重视。

第二，建立机构内部的伦理审查机制。
对于本机构生产的新闻内容进行包括性别、儿童、残障、种族

等方面的伦理审查，避免存在歧视以及加深定见、偏见的报道的出现，

并处理相关争议与投诉。

第三，定期在内部举办提升残障平等意识的培训。
在机构员工入职培训中，即提供关于本机构残障报道伦理的信

息与培训。观念意识的改变及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

性的支持。这里的培训不仅指知识性的学习，与残障人一起召开的

座谈，对于本机构近期残障报道的讨论，也可以是培训的组成部分。

第四，在本机构实施促进多元与融合的用工政策，并推动
机构办公场地、信息传递与交流沟通的无障碍。

事实上，任何培训与指南，都不如有机会与残障人直接接触并

一起合作效果显著，它能够让人们尽快了解残障并打破刻板印象。

当你给予残障人平等的机会，残障人将回报给你一个促进报道创新

与多元发展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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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给残障人组织的建议

权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有策

略地争取。除了媒体监测，如何抓住甚至创造与媒体合作的机会，

使之向人们传递平等、准确、多元的形象，是以倡导残障权利平等

为使命的残障人组织应当掌握的技巧。如何能够做到这些，这里有

一些建议。

第一，了解媒体。
媒体具有多样性，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不同技

术特性的媒体，还是新华网、中国发展门户网、残联官网等不同主

体的媒体，其重点关注领域、风格取向乃至截稿期限可能都有异有同。

因此，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媒体的特点来与之合作。

第二，与媒体建立联络并保持良好关系。
理解记者的处境，尽可能率先表示友好。充分理解：不是所有

的记者都能够获得残障议题的信息，不是所有的记者都能在一开始

就能如我们一般深刻地思考并理解残障，何况记者还会受到所在机

构的内部制约。因此，这种关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承诺和过程。

我们应当理解并尊重那些与我们合作的人，并逐渐要求合作者以同

样的方式对待我们。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尝试基于当地或社区，主动建立并保持与

各媒体渠道和媒体从业者的联系。可先从媒体的社会版块开始联系，

可以在某些特定的节日之前，或发生残障热点新闻事件时联系，可

以直接联系有过残障报道经历的媒体，还可以尝试针对某个议题，

规划基本的沟通策略，搜集资料，有准备地与媒体联络，逐渐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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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媒体资源库和常规往来。

除了报道方面的往来，在日常工作中，应抓住机会把所在组织

的信息传达给媒体，可以是定期向媒体发送工作简报，可以在某个

重大活动举办前向媒体发送信息，可以适时地邀请媒体参加与提升

残障意识及有关的任何活动，也可以通过建立自有的媒体，持续性

地间接传递，逐渐成为媒体的资源库。

第三，提高自身的媒体素养与专业素养。
我们需要提升残障人组织成员的媒体素养，除了加强对媒体运

营规律的理解，我们还应发展传播能力和技巧，成为采访中的重要

参与者。我们可以主动询问有联系的媒体并为相关报道提供帮助，

提供采访资源，协助其提出新的议题和新的报道视角。甚至，我们

可以主动制造新闻事件以吸引媒体的关注，比如行为艺术。同时，

关注新的媒体形态的发展，建设并运营组织自己的媒体，扩大自身

影响力，从而直接与公众对话，或成为主流媒体的重要合作伙伴。

需要注意的是，残障人组织与媒体所寻求的是一种专业的关系，

所以要确保以专业的态度来开展工作和合作，尤其是在残障领域的

专业性。因此，我们要保持对《公约》的不断学习以加强理解，不

能仅仅依凭自我的残障身份。因为我们也可能受到社会定见的影响。

第四，明确自身与受众的需求。
在参与报道的过程中，应明确哪些是组织优先考虑的问题，最

想让公众关注哪一部分内容。此外，请根据你的目标受众来规划、

组织和传达你的信息，运用说理技巧，让你的听众、读者或观众更

好地理解你的议题，详细内容可参考《从不可能到不一样——DPO

领导力手册》第三至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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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熟悉报道伦理。
在与媒体展开合作前，应进行充分沟通并达成一些协议。比如，

充分了解本次报道的角度、篇幅、刊发情况等，以及我们的个人和

组织名称是否以及会如何被使用，我们的资料会被如何使用，我们

组织是否有所期待与需求，报道的成品公开传播之前与我们如何确

认等。有时候，媒体记者因为赶时间可能容易忽略这些，不妨准备

一份说明，在确认合作前直接发给媒体，或者放在本组织的手册里，

以备取用。

第六，发展组织的自媒体。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更多新的媒体形式，这让我们越来越容易

成为一个对外发声的媒体，而不再仅仅等待和依靠主流媒体的传播。

组织建立自己的自媒体，一方面是面向公众直接传播；另一方面也

可以借此逐渐树立在该领域的专业，成为主流媒体关注并主动咨询

的对象。但需要注意的是，组织的自媒体不能只是发布组织的活动

动态，媒体喜欢看到的是各种主题的故事、热点新闻事件的观点，

尤其是在其看来较为新奇的东西。



第四章 
信息传播无障碍与媒体报道

获取信息的权利指寻求、接受和传递公共机构所掌握信息

的权利。它是《世界人权宣言》（1948 年）第十九条所承认的

表达自由基本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条指出，表达自由的基

本权利包括“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

和思想”的自由。获取信息是参与社会、获得教育和获得就业

的关键。获取信息的重要性体现在它被承认为一项基本人权，

并得到法律的支持。

信息传播技术（ICT）的全球性发展与本土性应用，催生了

形态丰富的媒介产品、属性多元的媒介机构与持续延展的媒介

技术功能，也为促进残障平等创造了全新机遇。多样态的媒介

渠道对各类信息与服务的整合重组，使信息传播具备了差异化

的感官偏向，使残障人能更灵活地应对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障碍。

与此同时，新型 ICT 的媒介平台（网站、社交媒体、网络视频

平台等）无障碍情况地优化、数字应用可及性（如读屏软件、

语音控制、助听设备、触控等）地提高、媒介产品多样态（无

障碍电影、无障碍电视剧、无障碍游戏等）地拓展，都为推动

残障人群更深、更广地接入基于 ICT 的内容生产、进行信息分

享提供了技术与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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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获取立法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前提，即政府和政府机

构持有的所有信息原则上都是公开的，只有在有正当理由（例

如典型的隐私和安全理由）不披露信息的情况下，才能予以保留。

在过去 10 年里，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通过了获

取信息法，承认知情权。截至 2021 年，至少有 128 个国家批准

了此类法律，并颁布了实施措施，使知情权成为可能。

2007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 2008 年 5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这些

条例是保障包括残障人士在内的所有人获取信息的关键。

信息无障碍是中国法律尊重和保障的一项基本人权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国家和

社会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完善无障碍设施，推进信息交流无障碍，

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创造无障碍环境。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对无障碍环境建设进行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加强监督管理。”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于 2012 年 8 月 1 日生效。《条例》

第二十六条规定：“电信终端设备制造者应当提供能够与无障

碍信息交流服务相衔接的技术、产品。”

在本章中，我们将系统而有重点地介绍信息传播无障碍，

以及在这一框架下开展媒体报道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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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传播无障碍的四个层次

“无障碍”一词由英文 “Barrier-free”和 “Accessible”翻译而来，

也译为“可及性”（Accessibility）。“无障碍”作为一种理念，产

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用来倡导残障人应享有平等、便捷的生活权益。

无障碍理念最早由丹麦人卞麦克逊（N.E.Bank-Mikkelsen）提出的“正

常化原则”（Normalization）发展而来，指每一位残障人都应该尽

可能地与所属文化中的非残障人一起受教育和生活，将正常化原则

运用于实践当中，便是主张人类生活环境的建设应对残障人“无障

碍”31。

生活环境既包括物质环境，也包括信息环境、文化环境。在实

践领域，“无障碍”最初只用于物质环境建设中，后来被引入信息

科学，有了信息无障碍、传播无障碍或媒体无障碍等类似提法。 无

障碍传播就是将无障碍理念运用到人类传播活动中的体现。具体说

来，无障碍传播（Accessible communication）指在信息传播活动中，

信息能够畅通无阻地到达传播对象，并被传播对象准确无误地接收

的一种信息传播状态。简言之，就是媒体人人可及、信息到达人人

的传播状态。

现实世界中的传播总是充满了不平等与各种各样的障碍。比如，

视力障碍者（盲人、近视、老年人等）在接收视觉信息时遭遇的障碍；

听力障碍者（聋人、重听者、老年人等）在接受听觉信息时遭遇的障碍；

肢体障碍者在操作媒体终端时遇到的障碍；智力障碍者在理解媒体

信息时遇到的障碍；一国语言持有者在接收他国语言信息时遇到的

31.  Perrin, B. “The Original `Scandinavian' Normalization Principle and Its Continuing 
Relevance for the 1990s.” In A Quarter-Century of Normalization and Social Role 
Valorization: Evolution and Impact, edited by Robert J. Flynn and Raymond A. Lemay, 181 
-96.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99. https://doi.org/10.2307/j.ctt1cn6s45.10.

  https://doi.org/10.2307/j.ctt1cn6s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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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更甚者，某个文化圈之外的人在接收该文化圈信息时遇到的

障碍等等。也许，很多人都曾听到长辈们抱怨电视遥控器过于复杂、

主持人语速过快、屏幕文字看不清，手机屏幕太小、功能难以操控，

感叹网络科技发展太快、网络新事物应接不暇等。每每听到这些，

人们总倾向于从个人能力上加以评判，即他们缺乏使用某种媒体技

术或接收某种信息内容的能力，这显然是残障的传统或医疗模式的

视角，却忽略了从信息传播无障碍的角度进行反思。

信息传播无障碍要求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内容的制作和传输都

充分考虑到不同人群的多样性需求，尽可能地满足这些需求，从而

打破信息传播中所存在的技术壁垒和使用特权，构建多元的信息传

播环境。根据信息传播障碍产生的原因，我们可将无障碍传播理念

分为以下几个层次：技术接入无障碍、技术使用无障碍、内容接近

无障碍、信息理解无障碍。32

（一） 技术接入无障碍
指信息传播硬件设备的全覆盖及用户硬件接入的无障碍。这与

残障者自身的经济状况和所处地区的网络建设状况有关，同时，也

与人们对于残障者是否能够如非残障者一般接入互联网的认知与信

念有关。例如，若人们不知道视障者可以通过屏幕朗读软件操作普

通的电脑、智能手机，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无法使用或必须使用特殊

设备，而特殊的设备又十分昂贵等，则不会考虑残障人的需求并推

动这方面的技术接入。

（二）技术使用无障碍
指用户能够无障碍地操控和使用信息传播设备，比如收音机、

32. 李东晓：《听见、看见：影视媒体的无障碍传播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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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机、计算机、手机、投影仪等。技术使用无障碍包含两个层面：

用户的使用能力和信息技术本身的融合性。一方面，用户的使用能

力由多种因素决定，如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等。若想弥合用户

技能欠缺所导致的设备使用障碍，需提高用户的受教育水平，或增

加相关技能培训。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残障者与非残障者的差异，

一个非残障的电脑专家不一定能胜任这类培训工作，因此，应邀请

经验丰富的残障人参与培训。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本身的融合性也同样重要。比如：对视障

者和肢体障碍者来说，智能手机触摸屏的操控方式、计算机视窗化

的操作方式、媒体设备上的嵌入式（或平板）按钮等，都会对他们

的使用造成障碍。信息技术本身是否足够融合，是否遵循通用设计

的原则，是否能够为不同使用者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操控方式，如

鼠标和键盘均可独立操控并完成等，是解决技术使用障碍的关键。

（三）内容接近无障碍
指信息传播内容对使用者的可及性。内容接近无障碍也包含两

个层次：第一，用户接收内容的技能，如视障者在接收视频信息时

面临的障碍、不懂手语的观众在看手语节目时遇到的障碍、不识字

的人在收看文字信息时感受到的障碍等等；第二，特定内容是否提

供了可被获取的多种方式，如单一听觉信息对听障者的障碍、单一

视觉信息对视障者的障碍等。

（四）信息理解无障碍
指媒体传播的信息内容能够被所有受众充分、准确地理解。信

息理解无障碍是一个涉及信息编码、解码的有效性的问题，它是无

障碍传播的最高层次和终极目标。在现实生活中，个人的心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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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水平、心理情绪等都是影响信息理解无障碍的因素。首当其冲

的是心智障碍者在理解信息时遭遇的障碍。

同时，尽管越来越多媒体注意到信息内容的多元和无障碍，如

给视频增加口述影像，将图片制成可触摸版本，给新闻配上字幕，

但这些方式是否能使残障人充分地理解所传达的信息，值得进一步

思考和研究。例如，视障者在收听配有口述影像的电影时，是否能

充分理解电影所讲述的故事和表达的情感，是否能获得丰富而独特

的身心体验。 

二、信息传播无障碍中的一些关键概念

根据《公约》第二条定义，“交流（communication）包括语

言、字幕、盲文、触觉交流、大字本、无障碍多媒体以及书面语言、

听力语言、浅白语言、朗读员和辅助或替代性交流方式、手段和模式，

包括无障碍信息和通信技术。”为了协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信息传播

无障碍，在给出一些具体建议之前，我们将先介绍一些相关的关键

概念，以打破信息传播中的思维定式。

1．盲文
盲文是利用排列不同的点状突起的集合形成的可触摸的文字。

现代盲文由法国人路易斯 · 布莱叶（Louis Braille）发明，他是一名

教师、音乐家和发明家，也是一位盲人。现代盲文通常为六点矩阵。

中国的盲文为表音文字，通过不同的点字排列来代表声母、韵母、

声调等。如果人们在日常交流过程中，用汉字的偏旁、部首等概念

传递信息，如用“木子李”这一说法来介绍“李”这个字，则可能

给未曾接触过这种方式的视障人的理解带来障碍。又如，汉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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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音字、多音字很常见，若缺乏无障碍意识，如告诉对方“‘汗’

这个字就是‘阿富汗’的汗”，没有经验的视障人就无法得知究竟

是哪个字。显然，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不能归结于视障人看不见或者

理解能力有问题，而是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特点，为其提供相应的支持。

此外，并非所有视障者都学习过盲文，也不是所有视障者都能熟

练掌握盲文，盲文只是视障者获取信息的方式之一，而不是唯一方式。

2．屏幕朗读、放大、反色等功能
随着技术的发展，视障人与其他人一样，可以自主操作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他们并非使用特殊设备，只需在设备上加

装屏幕朗读软件，或开启系统自带的屏幕朗读软件、放大软件和反

色软件即可。屏幕朗读功能可以将屏幕上的文字信息以声音的形式

提供给视力障碍人士，通过该功能，视障人士可以操作电脑，如访

问互联网、收发邮件、发布社交媒体信息、撰写文档并排版，既可

以接收媒介信息，也可以参与内容生产。软件“屏幕放大镜”可以

将系统显示整体放大，或将鼠标指针处的内容放大，方便低视力人

士查看。屏幕反色系统可将屏幕上的颜色进行高对比显示，使低视

力人士看得更清晰，不易因过于刺眼而劳累。

这些功能并非万能，它们都要求产品设计者和内容生产者遵守

信息无障碍相关标准，否则会给视障者带来新的障碍，如登录内容

发布平台需辨别图形验证码、长图片内容没有文字说明等。

3. 口述影像
口述影像又叫影像描述（Audio Description，简称 AD）或成音

描述，是一种将画面转换为声音描述的技术，主要指“在影像节目

中对白停顿处，在不干扰原节目声音的原则下，对节目中的视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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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visual elements）加以解释与描述。”33 需要加以解释的视觉成

分包括“时间和空间情境的说明，人物角色的关系、场景、布景以

及人物的肢体语言等。”34 简言之，即在影像中适时加入一些与情境

架构、文字信息相关的描述，而不干扰原有声音，从而帮助视障者

对整体内容有更充分的理解。

目前，口述影像在中国被运用得最为广泛之处，是各类为视障

者讲电影的项目，比如光明影院、至爱影院、心目影院等，其它口

述影像服务则寥寥无几，遑论口述影像专业人才的培养与相关标准

的制定与落实。

4. 手语
手语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所确认的语言，诸多听障人

士不仅用其交流，还对其有着深厚的感情与身份寄托。因此，请尊

重听障人士的语言，并尽可能在各种场景下为他们提供翻译，其意

义等同于为英语母语使用者在会议上提供中英翻译。目前，中国的

手语学科建设与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使用混乱、缺乏听障人士

参与等问题，也存在标准手语和自然手语之间的冲突，有时听障人

士也会看不懂手语翻译的手语。因为手语需要通过视觉接收，在视

频中，手语翻译在画面中的位置和大小也十分重要。有些节目将手

语翻译以小小的画面放置在屏幕角落，这同样会给听障者造成障碍。

与盲文相同，也并非所有听障者均掌握手语，因此也要注意手

语和其他无障碍支持的同步配合。

33. Cronin, B., & King, 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 Journal of 
Visual Impairment and Blindness, 1990.503-506.
34. Packer, J., & Kirchner, C. Who's watching? A profile of the blind and visually impaired 
audience for television and video.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Grant #H026G40001.NY: American Foundation for the Blin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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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字幕
Teletext，subtitles 和 closed captions 均会被译为中文里的“字

幕”35 一词，但它们的形态和功能却存在一定区别。

Teletext 其实指“图文电视”，与我们一般理解中“字幕”不太一样，

它是 20 世纪 70 年代由英国独立电视委员会指定的、旨在为听障者

提供信息的电视文字信息传送服务。它完全依靠文字向观众传送国

内新闻、国际新闻、体育新闻、天气预报、电视节目预报之类的信息。

例如，在 2011 年除夕夜，中国残疾人服务网首次尝试提供中央电视

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文字直播服务。

Subtitles 可以被直接译为“字幕”，主要指影视节目中一种显

示对话文字的字幕。它一般出现在画面底部，可以是节目原始语言

的文字，也可以是翻译语言的文字，还可以是辅助观众理解剧情的

解释性信息。Subtitles 最初并非为听障者服务，但可以帮助他们了

解节目内容。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国家的视频节目都配有

字幕，但其字幕仅将其中的对话或旁白等声音信息转化为文字，而

非建立在听障者信息接收习惯及特殊需求的基础上，与专门的听障

者字幕大不相同。

Closed Caption（简称 CC），应被翻译为隐藏式字幕，“隐藏式”

指不能被所有人看到，可选择将其开启或者关闭，是专门的听障者

字幕。听障者字幕指以听障者的信息接收习惯为基础，专门为听障

者理解影视作品内容所服务的字幕配备方式，它将影视作品内容中

的声音信息转化为文字或图像信息。听障者字幕在呈现方式、口语

与书面语的转化、人声与非人声、音乐背景声等方面均有其独特性。

它与口述影像一样，需要专业体系的建设与支持。

35. 详见李东晓：《听见、看见：影视媒体的无障碍传播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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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易读版本 36

易读版本（Easy Read） 是通过使用浅白语言、符号、图片等调

整让学习障碍者更容易获取信息的一种方式，其主要目的是告诉他

们需要知道什么。易读版本不是将现有文档简单地翻译成所谓更容

易理解的语言，而是要专注于文档的要点，以便有学习障碍的人能

够理解主要问题并在必要时做出决定。易读版本也并非万能，一些

学习障碍者在阅读它之时可能需要他人协助，尤其是在其中包含复

杂或敏感信息的情况下。易读版本可以作为支持者的工具，帮助有

需要的人了解某个主题的关键问题。易读版本对于其他人群来说也

是一种有用的格式，比如针对汉语是其第二语言的少数民族和手语

使用者。

三、在媒体报道中促进信息传播无障碍

在本手册第三章中，我们已经提出诸多媒介报道促进残障平等

的建议，为确保残障人无障碍地获取媒介所生产的内容，我们在信

息传播无障碍的语境下强调相关原则。

第一，提高认识。我们建议，媒体报道应鼓励每一个人了解残

障人士的需求，采取包容和理解的态度，促进公众（包括残障者及

其亲属）对信息无障碍技术和标准规范的了解，提升其信息无障碍

意识。由此，使人们知晓残障人可以与非残障人一样，享受 ICT 发

展带来的便利，了解残障人如何通过技术无障碍地获取信息，并致

力于消除残障者在各个层面的障碍。

36.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Making written information easier to understand for people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Guidance for people who commission or produce Easy Read 
information – Revised Edition 2010’ Produced by COI for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www.dh.gov.uk/publications 

http://www.dh.gov.uk/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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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遵守规范。媒体在内容生产与发布的过程中，应遵守相

关的无障碍规范，培训相关人员，学习前述知识与理念，制定内部

审查规范与流程，确保残障人可访问、可理解相关内容。

第三，保障参与。残障人的参与始终是促进和确保残障平等中

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因此，在确保媒体信息传播无障碍的过程中，

引入并重视残障人及其组织的参与必不可少。



第五章 
媒体传播与残障人参与
促进残障平等案例

媒体传播对于促进残障平等十分重要，但促进媒体积极、

主动并以符合《公约》宗旨与原则的角度来推动残障平等，并

非一蹴而就之事。因此，残障人及其组织的参与同样重要，并

应在某些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其积极参与不仅能促进媒体了解

残障，并意识到残障议题和视角的意义和价值，还能改善残障

人参与媒体传播的环境。本章从建设残障独立媒体、民间媒体

监测、主动向媒体投稿、推动媒体参与、残障人组织的倡导行动、

媒体机构的全方位行动、针对媒体的培训等方面介绍了国内外

的案例，以供媒体机构与残障人组织参考，期待各方都能发展

出本机构内部及对外促进残障平等的传播工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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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残障人媒体使用与残障独立媒体：
 以一加一声音工作室为例

2006 年，视力障碍者杨青风、傅高山、李彦双与肢体障碍者解

岩等在北京成立了一加一声音工作室，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

项目资助下，开始培训视力障碍者从事广播节目制作。这一工作室

成立的初衷是这群视力障碍人士不想只能做按摩，希望通过自己的

尝试找到其他发展道路。在互联网尚未普及前，视障人士获取资讯

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广播，所以他们选择了据此创业。

起初，一加一声音工作室的目标就是通过培训视障者从事广播

节目制作，找到一条自给自足的商业道路。因此自成立开始，他们

就以商业广播节目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并且尝试了一系列与残障无

关的商业节目制作，试图通过向电台提供内容来运转。虽然其制作

的节目能够达到商业节目播出的要求，甚至还获得过一系列奖项，

如其出品的《一声一事》荣获了第六届“东方畅想”全国广播创新

节目擂台赛最佳创意奖，但受限于国内商业广播环境的普遍不景气，

当时的一加一并没能在制作商业广播节目方面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

的路径。

2007 年上海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 2008 年北京夏季残疾人奥

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给一加一带来了新的转机与思考。因为自身

成员均为残障者，在得知这两项国际盛事在中国举办的消息后，一

加一主动与组委会取得了联系。因当时主流媒体中鲜有残障记者的

身影，一加一以其残障属性获得了组委会的邀请，对两项赛事进行

了报道，并在全国的主流电台进行播出。一加一的成员在赛事报道

过程中，发现残障记者在报道残障相关的事务时，有着自身独特的

视角，这是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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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一加一还获得第 29 届奥运会组委会授权，制作 2008

残奥会百期广播公益宣传片《爱上残奥》。在讨论广播公益宣传片

制作形式时，一加一的成员们指出一个问题，在过往关于残障人的

故事里，大多都是在讲“他们的故事”，这一点让他们感觉非常不

舒服，于是决定在宣传片里，要以“我”开头来讲故事，并且要邀

请不同的残障者，直接讲述自己的故事。后来接触到联合国《残疾

人权利公约》后，他们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朴素的自我主体意识的

觉醒和对自我尊严的表达。

因为这样的机缘，2008 年之后的一加一开始思索接下来的方向。

起初，他们是希望证明自己，因此不谈残障，只谈广播节目制作。

但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他们意识到残障是自身的特点，甚至是独特

优势。同时，身为残障人，他们也应该利用媒体来为残障人发出声音。

正是因此，一加一放弃了商业节目的制作，开创了《中国残障观察》

栏目，开始进行残障人的故事制作、事件调查和新闻评论。虽然节

目类型与主流节目并无差异，但一加一知道，自己做出来的节目，

在视角上是独特的。而这种独特也得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

声《残疾人之友》栏目的编辑的认可，开始邀请《中国残障观察》

节目在其节目中播出。在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后，自 2011 年起，《残

疾人之友》栏目的节目便全权委托给了一加一进行制作。

考虑到广播节目的残障受众特点，以及偏远地区残障人士的需

求，在杨青风的主导下，2011 年初，一加一又推出了以视障人士分

享自主生活经验与信息为主的《视障热线》栏目，并同步开通了热

线电话，与全国各地的视障听众进行节目之外的互动与联系。

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一加一意识到作为残障人自己的媒体，

肩负的责任是为残障人提供重要信息、进行理念倡导、分享同伴经

验，以及向社会发出残障人的声音。但是在传播过程中，一加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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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音频媒体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文字与图片更易于大众传播并被检

索，因此，通过努力，2013 年，一加一获得了国际助残联盟（法国）

北京代表处的资助，创设了中国民间的第一份残障纸制媒体《有人》

杂志。希望能够打通听觉与视觉的媒体生产共享，扩大受众。时逢

中国互联网飞速发展，微信公众号成为了重要的自媒体阵地。因此，

一加一也基于自身的声音与文字内容生产，于 2014 年开设了自己的

微信公众号。到 2019 年底，一加一旗下有了关注《公约》推广与理

念倡导、视障人自主生活经验与信息分享、残障研究、残障女性倡

导、残障融合就业等不同议题的独立微信公众号。同时，近些年来，

在残障领域颇有影响力的残障自媒体也纷纷冒出，面向社群各自发

挥着作用。

经验与总结：
一加一走过的这条路，是少数社群摸索自身与媒体关系的一条

路。从将媒体视为一项新职业，到有意识地使用媒体，并将自身特

点与媒体结合起来，最终发展出基于社群的以发声和倡导权利为目

的的独立媒体。他们符合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的特征，

提供广泛的处于官办媒体和商业媒体之外的视角与主张；又有一部

分激进媒体（Radical media）的性质，致力于促进社会平等与公正。

同时，还承担着社区媒体（Community media）服务于某一特定的

少数族群的功能。由此，发挥社群的凝聚力，让社群成员明了自身

的权利，鼓励其参与公共生活，特别是解决社群共同关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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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媒体监测 :
 以“年度残障十大权利事件”为例

自 2008 年开始，一加一在国内推广和践行《公约》。在此过程

中，找到一种十分有效的工具——媒体监测，可以将“传统模式”“医

疗模式”“社会模式”“权利模式”四种模式以及当前的社会态度

及其所处的环境，借助媒体报道为残障社群、利益相关者及公众逐

一呈现和解读。

2011 年之前，每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一加一在主观上都有改变

对方的目的，试图突破媒体预设的理念框架和采访提纲。但大多数

情况下是徒劳的，一加一很困惑，也很无奈。于是自 2011 年起，一

加一开始以季度为时间单位发布《残障相关事务报道媒体监测不完

全报告》37，旨在与媒体探讨如何改善新闻报道的技巧和效果，正面

塑造残障人形象，在社会各个层面倡导建立并完善一个对残障人无

歧视且机会均等的环境。之所以一开始将其命名为“不完全报告”，

源于一加一面对浩瀚的媒体海洋，面对其种类、样态、地域等的丰

富多样，感到不知该如何选取的迷茫，以及对组织是否有能力去监

测并呈现的不自信。报告最初的设计涵盖了季度残障用词用语的监

测，媒体报道残障的趋势分析。此外，报告还加入了季度人物、热词、

海外、微博等栏目内容，作为对案例呈现的补充。

2012 年，该报告更名为《残障相关事务媒体报道一加一观察与

评论报告》38，结构上以“案例”聚焦为主，视角和内容方面发生两

大变化：一是突出“一加一”的主体性，二是增加“评论”的分量。

具体板块为：

37.   参见《中国残障观察报告 2017》附录 1，第 359 页至 402 页。
38.   参见《中国残障观察报告 2017》附录 2，第 403 页至 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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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型案例：选取案例，进行评论与资料补充，它们是现阶段

媒体经常报道的新闻，有的刻意塑造残障人负面形象，有的用户、

观念或报道角度无视或违反《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理念，或者有的

则是符合《公约》精神的先进案例。

2．事务报道案例：进行评论及相关资料补充。

3．一加一报道：选取已经被多家媒体关注或报道的新闻事件，

对此提出基于残障的一加一报道视角。

然而，一加一当时的知名度与行业影响力并不高，故难免有自

说自话之嫌，无法评量其效果，亦难以呈现媒体再现残障的全貌。

因此，2013 年，一加一联合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媒介与青

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卜卫教授及其课题组展开了《2008-

2012 印刷媒体报道残障的观察报告》的研究。

同时，一加一发现岁末年初的“十大事件”评选，是一种既聚焦

又有明确权利意味和倡导效果的媒体监测形式。结合过往经验，在卜

卫教授的支持下，一加一自 2013 年起，开启了“年度十大残障权利

事件”的评选与发布。自开创以来，事件的评选方式一直在发生变化，

从一加一与专家选，到邀请专家选，到残障人公开投票、残障人组织

集中讨论与投票，再到残障领域有影响力的自媒体推选加公开投票等

形式。评选的发布形式也经历了线下发布、线上发布的变化，事件的

结构上也从事件陈述到事件点评，以及《公约》条文对应与分析等。

2017 年，在“年度十大残障权利事件”评选之外，一加一还基于行

业发展创设了“年度心智障碍十大权利事件”。这一系列的变化，既

是监测的过程，也是监测带来的结果，更是开展未来监测的基础。年

度十大残障权利事件的评选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了如下定位：

1．主观制造的事件：残障人与残障人组织从参与到年度权利

事件的评选与传播过程中，逐渐转向以权利为核心的倡导，甚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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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制造相关传播，并将之视为参与年度权利事件评选的契机。譬如

2019 年 8 月 29 日五名生长发育障碍人士到每日优鲜北京总部抗议

其广告涉嫌歧视的行动 39，该行为艺术的策划之初，就有了制造并参

与 2019 年残障十大权利事件评选之目的。

2．利益相关者的连接：因为年度残障权利事件的评选，每年都

有了这样的契机，让残障人、残障人组织、家长与媒体记者与公众之

间建立起了固定的连接，并因此产生合作。譬如 2017 年心智障碍十

大权利事件评选完毕后，《南都观察》邀请评选的参与者为其撰写了

《为什么要关注心智障碍群体：评 2017 年心智障碍十大权利事件》。

3．中国残障发展进程的记录：中国民间一直缺乏系统性地对残

障权利运动发展的书写与记录，即使偶有研究，也非是残障人主体

的视角。因此，年度十大权利事件的评选、发布与评论，也是来自

民间的残障人组织对年度发展的一种记录与书写。这种记录与书写，

在不断地寻求更多残障人的参与，对更多残障人的启迪。

三、主动向媒体投稿：
 以一加一的两则评论为例

近年来，随着自媒体的兴起，部分主流媒体也越来越开放，能

够与非专业的媒体评论者互动，并支持公益领域的倡导者在主流媒

体上相对独立地发出声音。因此，对残障人组织来说，除了对媒体

进行监督与倡导，并建立自己的发声平台之外，在某些热点事件发

生时，还可以尝试主动向主流媒体投稿，或与认识的记者或编辑商议，

及时将残障者的声音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而非局限在小圈子里自

说自话，或坐等主流媒体找上门，如以下两个案例：

39.   《五名生长发育障碍人士给每日优鲜送广告法》，公约历程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T7TLixRYYcGn_jMfFavc8Q

https://mp.weixin.qq.com/s/T7TLixRYYcGn_jMfFavc8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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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甘肃轮椅考生与清华大学的互动刷屏事件 40

2017 年 6 月下旬，甘肃的应届考生魏翔（轮椅使

用者）在收到清华大学拟录取的回复后，去信讲述自身

情况，希望能够带母陪读并获得清华的支持。这封信被

甘肃当地微信公众号“大美甘肃”刊出后，迅速刷屏。

而清华大学这次反应也十分迅速，很快就给出了一封名

为《人生实苦，但请你选择相信》的回信，在回应考生

请求的同时，还显示出清华大学的人文关怀，将此事的

热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二者的互动，让“感动”成为

最热的关键词，引来诸多媒体竞相报道。

在此事件中，大量的报道与讨论，仍围绕在慈善、励志的框架下，

却没有基于残障人平等受教育权的系统性保障缺失和制度建设的视

角，即检视与增能框架的讨论。有鉴于此，残障人组织成员给中国

网编辑投去稿件，以《高校无障碍，我们还应做什么？》为题进行

了不同视角的分析与解读。

【案例 2】上海盲人高考 623 分刷屏事件 41 

2018 年 6 月 24 日，上海应届考生王蕴（视力障碍）

高考 623 分，离满分只差 37 分的新闻引发各大媒体报

道与转载，以励志的框架形成了一轮传播。随后又因他

参加的是单考单招，即使高分，但也无法进入复旦大学

就读，有媒体跟进讨论，开始问责为什么无法给这样优

秀的盲人一个平等的机会。

40.   http://t.m.china.com.cn/convert/c_m4BYOiYe.html
41.   https://ipaper.oeeee.com/ipaper/A/html/2018-06/26/content_35081.html

http://t.m.china.com.cn/convert/c_m4BYOiYe.html 
https://ipaper.oeeee.com/ipaper/A/html/2018-06/26/content_350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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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起事件中，有励志，有检视，并且是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出

发，看似平衡，但媒体起初的报道却忽略了对于单考单招背景、盲

校教育系统的介绍，从而在盲人高考成绩与非残障学生的成绩的横

向比较上对读者有所误导，后续的问责只是建立在这种误导情况上

的个人特殊处理，而非是系统性的制度与权利的保障的反思，其实

没能脱离残障个体的努力与社会特殊照顾的框架。基于此，国内残

障人组织成员向《南方都市报》评论版投稿，发表《盲人“励志哥”

超常化表达要不得》文章，以媒体报道的框架为角度切入，对此事

件做了进一步分析。

经验与总结：
我们在与主流媒体保持联系的过程中，应注重为其提供报道资

源与视角，一方面有助于建立起信任，另一方面是能在关键时刻及

时与媒体取得联系并展开讨论与合作。同时，尽管这两篇文章都在

残障人组织的自媒体上进行了传播，但登载在主流媒体的版本因其

受众的区别，引起了更广泛的讨论。当今社会自媒体越来越发挥着

重要的影响，但在公共议题上，主流媒体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且

其受众更为广泛。残障人组织除了经营自媒体，也要注重与主流媒

体的合作，避免观点与意见被局限在只关注这一议题的关注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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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动媒体参与：
 以“盲生赶考”和“看见行动”为例

在推动媒体报道的过程中，残障人组织可以担当很多角色。残

障人组织可以是残障议题资源的提供者；也会因所处的位置而成为

残障议题报道的合作者。当其与媒体建立起足够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后，还可以推动将残障视角融入普通议题，如以下 2 个案例：

【案例 1】《新京报》公益版盲生赶考系列报道 42

2014 年是盲人参加普通高考取得突破的关键之年。

但在此前，从 2011 年起，已经陆续有视障学生为争取平

等受教育的权利，报名参加普通高考并要求无障碍与合

理便利。尽管有媒体的报道与呼吁，但都未能取得突破。

盲人为什么要参加普通高考，也很难获得公众的理解。

当时一加一的残障成员们认为，关于视障人参加普

通高考与其平等受教育权的问题，在公共空间内的讨论，

缺乏足够的背景信息，因此人们无法切实地理解视障人

的处境与需求。因此一加一在 2014 年初，主动与《新京报》

的记者取得联系，为其提供了视障人只能参加单考单招

上特殊大学的现状和每年的考试会在四月举办及其类似

古人赶考的举办形式的信息，并为其积极联系盲校学生。

时值《新京报》正在准备推出公益版，这一议题既具有

新鲜度又有社会价值，因此被采纳。在 2014 年 3 月下旬

到 4 月上旬，《新京报》派出记者前往青岛盲校采访并

跟拍，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举办单独考试期间

42.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4/15/content_506038.htm?div=-1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4/15/content_506038.htm?div=-1


媒体报道
促进中国残障平等指南84

也前往进行采访与拍摄，最后发出系列报道《盲生赶考》，

记录并向公众传播了这一情况，为后续讨论盲人为什么

要参加普通高考这一话题打下了重要基础。

经验与总结：
在这一行动中，残障人组织主要通过提供资源（包括信息、角度，

采访对象等）来与媒体合作，实现自身向公众的理念传播。还有些

残障人组织会采取向媒体批量发送新闻线索邮件等方式来进行合作。

尽管主动权仍把握在媒体手中，效果也难以预料，但对于残障人组

织来说，能与主流媒体取得联系并达成合作，就是促进媒体报道为

残障平等做出贡献的重要一步。这也是其与媒体未来建立更深度、

长期合作关系的开端。

【案例 2】“看见行动”凤凰网科技年终巨献 43

2018 年 11 月下旬，凤凰网科技联合北京声波残障

社会服务中心（下简称“北京声波”）设计并开展了“七

大品牌手机 +31 款 APP 无障碍横评”，历时 33 天，跟

踪拍摄了 13 位视力障碍人士测评的过程，于 12 月 22

日下午在北京举办“看见行动之 No.1 追光”主题沙龙，

发布无障碍榜单。同时凤凰网科技开启了与北京声波的

深度合作，2019 年全年，陆续推出各大品牌手机的持续

测评及日常监测发布。因为这一发布以视障人的体验为

第一视角，因此得到了视障者的大量好评，同时也给受

众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手机测评体验与感受。

43.   http://tech.ifeng.com/a/20181220/45265802_0.shtml

http://tech.ifeng.com/a/20181220/45265802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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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总结：
北京声波在这次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显然不只是资源的提供者，

同时还成为了平等的合作者以及内容把控者，而凤凰网科技的主要

角色是媒体平台和内容生产的专业支持。更重要的是，二者达成了

长期合作的关系，这是残障人组织比较理想的与主流媒体进行合作

的形式。北京声波之所以能够与凤凰网科技深度合作，是由于它长

期关注视障人权利的倡导，拥有残障领域的专业背景，同时旗下还

有“声波帮帮盲”微信公众号、声波网音频社区等社群媒体，而且

有运营经验，此前也与主流媒体有过联系与合作，这三方面的综合

积累使之成为主流媒体的平等合作者。

五、残障人组织的倡导行动：
 以行为艺术和影响性诉讼为例

残障人组织在通过倡导达成改变过程中可以采取许多行动手法，

如行为艺术与策略性诉讼。需要注意的是，它们也都需要有计划地

主动与媒体达成密切合作，均需与之及时互动，因为获得主流媒体

的报道，是获取议题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由此，

可以引起广泛关注，并形成社会压力，打开讨论空间，寻求对话和

改变的可能。

（一）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西方。它具有开放性、现

场性、事件性、公共性等特征，表演者通过公共空间、观者、社会

话题等要素实现其公共性，因其这种特点，行为艺术天然就适合作

为公共倡导的手法。它以自身为媒介，以夸张的形式为手法，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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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来表达自我，能够迅速而广泛地引发媒体和公众关注。

残障社群媒体《有人》杂志 44 将 2009 年 10 月 20 日在北京复

兴门百盛商场门前举行的针对其商场拒绝残障人入内标识涉嫌歧视

残障人的事件定义为国内第一个关于残障反歧视的行为艺术表演 45。

近十年来，残障者针对高考、铁路无障碍、平等就业、公交车电子

显示报站等议题开展了一系列行为艺术表演 46。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也有残障倡导者通过网络展开了一些颇有行为艺术色彩的行动，比

如“千名盲人联名致信华为要求无障碍”47“苹果商店优步中国 APP

一星评价行动”48  49 等。下面，我们选取了一个案例进行说明：

 
【案例】2013 年 6 月多地视障人抗议必胜客虾球广告涉嫌歧视 50

缘起：2013 年 4 月，必胜客中国在网络平台上投放了一

则关于其虾球产品的广告，广告台词大略为，一人问“你

知道球为什么会乱滚嘛？”，另一人表示疑问，前者回

答“因为它是虾——球”，同时该则广告画面中，有一

只虾眼戴墨镜手拿盲杖并滚成球形，并且画面字幕中在

“虾”字旁用括号写上了“瞎”字。此广告被视障人士

听到，并由其健全朋友转述画面后，引发了群体的愤怒。

44.   可访问其官网 www.youren.org.cn 了解其详细情况。
45.   参见《有人》杂志 2013 年 02 期第 20 页至 26 页《中国残障有人榜之这些年，老残玩过
的行为艺术》
46.   详见《有人》杂志 2013 年 02 期《看见》栏目。
47.   《找茬，以让 EMUI 无障碍》，声波帮帮盲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9jfjP2sbveBpDpi78jxo2Q
48.   关于给“Uber 优步中国”一星差评的倡议，声波帮帮盲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InpHfYiGKQ01tpBPdPvjOw
49.   给“Uber 优步中国”一星评价以后，声波帮帮盲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89OJsOQCpQE-IQsqM55ygA
50.   http://china.caixin.com/2013-06-05/100537895.html

http://www.youren.org.cn 
https://mp.weixin.qq.com/s/9jfjP2sbveBpDpi78jxo2Q
https://mp.weixin.qq.com/s/InpHfYiGKQ01tpBPdPvjOw 
https://mp.weixin.qq.com/s/89OJsOQCpQE-IQsqM55ygA 
http://china.caixin.com/2013-06-05/1005378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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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 年 6 月 4-5 日

地点：石家庄、青岛、北京、郑州、广州

人物：多地视障人士

表演方式：视障人士或采用举牌，或采用表演的方式，

在约定的时间段内在多地必胜客餐厅门前同步进行抗

议。譬如在北京地区的视障人士，就是以幽默与反讽的

方式，在必胜客门前拉起了他们重新设计的海报，以“胜”

的谐音“剩”和一个发霉的比萨饼，来表达抗议。

诉求：必胜客中国公司撤除广告，并在全国主流媒体上

公开刊登道歉信，在其各餐厅明显处张贴道歉信，诚意

向受到侮辱与嘲笑的视障人士道歉并消除影响。

结果：多家媒体报道了该事件，必胜客中国在官网和官

方微博张贴了两封道歉信，并及时撤除了广告。该事件

入选“2013 残障十大权利事件”。

经验与总结：
与以往的行为艺术相比，这一起事件最大的特点是它是多地残

障社群的一场联合行动。它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力，除了各地行动本

身带来了新闻性与话题性，还形成了全国层面的讨论与压力，让各

级主流媒体都有了不同的报道角度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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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性诉讼
行为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的影响主要还是揭露现实的荒谬，

但残障人组织的倡导工作，除了公众意识的提升，通常还聚焦于政

策的积极改变，因此在行动中会指向结果。除了参与立法、修法外，

影响性诉讼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手法，它同样十分依赖主流媒体的

报道，以形成广泛影响。它对结果的考察在于政策的积极改变，而

不仅是影响是否广泛，因此也有组织将其称为策略性诉讼。但在现

有环境下，实现对政策的实质影响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所以尽可能

地保持议题与案例在公共空间里得到持续性的讨论，也是很多组织

工作的重点。

近年来，在残障权利保障领域，国内有不少具有影响力的诉讼

案件，比如“盲人状告 12306 网站验证码歧视残疾人”51、“深圳盲

人因体检不合格入户被拒案”52 等。然而，目前暂无公开资料可查找

到这其中残障倡导者与残障人组织的主导及其有计划有步骤的策略

性，且残障领域大量有影响的诉讼并未取得明显的政策改变，因此

无法系统性地介绍并分析影响性诉讼的过程。具体案例请参考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出版的另外一份公益组织倡导手册《发出你的声

音，传播你的想法：民间社会组织指南》。

51. 盲 人 告 12306 歧 视 残 疾 人 败 诉 http://legal.people.com.cn/n1/2016/1005/c42510-
28756915.html
52.   盲人申请积分入户被拒 5 年 : 孩子耽搁就是一辈子
http://news.jstv.com/a/20170710/1499698810408.shtml

http://legal.people.com.cn/n1/2016/1005/c42510-28756915.html
http://legal.people.com.cn/n1/2016/1005/c42510-28756915.html
http://news.jstv.com/a/20170710/14996988104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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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媒体机构的全方位行动：
 以 BBC 促进残障平等方案为例

在英国，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具有某种形式的残障，这不是一

个同质的群体，而是一群有着不同需求和观点的人。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英国广播公司，简称 BBC）对观众的承

诺是“应该为英国的每一个人提供价值，无论其背景如何。”

为 改 善 生 活、 满 足 残 障 观 众 的 多 样 化 需 求 和 期 望，BBC 于

2006 年 12 月发布了其首个残障平等计划，并于 2007 年、2010 年

两度修订。该计划是 BBC 对平等与多样性的整体承诺的一部分，

它设置了 BBC 将如何发展、实施、监督和审查其在相关公共职能

方面为残障人（及其照顾者）实现平等所应做的工作框架，并且这

个框架是一个帮助促进残障平等成为 BBC 工作中心的工具，特别

是在电视许可、数字转换以及 BBC Trust 基金业务等相关领域。该

计划一方面寻求提供公平、便利和适当的服务，查明并消除已有的

差距与障碍；另一方面，它还致力于保护残障人在工作和更广泛的

社区参与中的权利，并与残障人接触，以便了解他们的关切，并尽

可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BBC 内部的平等与人权委员会提出了残障平等计划应依据的五

个关键要素。在每个要素下，都有一系列 BBC 应当努力履行承诺的

方式，我们在此进行简单介绍，更多内容请参考本手册附录中提供

的材料。

（一）各方参与，尤其是残障人
BBC 自 2006 年开始设计该计划之前，就向包括残障人在内的

各利益相关方进行了充分的咨询，并在随后的实施与调整过程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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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充分的各方参与，尤其是 BBC 的残障员工与各重要职能部门的

人员。53

（二）行动计划
BBC 行动计划的公共职能包括三个部分：电视许可功能，BBC 

Trust 的某些功能以及 BBC 协议下 BBC 的某些功能，包括数字转换

和对在此过程中面临障碍的用户提供帮助。54 在每个部分中都确立了

关键目标，且目标对应的均是残障人及其照顾者所认定的，能够确

保促进残障平等的重要结果。

“电视许可”是 BBC 的商标，由 BBC 签约的公司在许可下使用，

用于管理电视许可费的收集和电视许可系统的执行。BBC 是其电视

许可功能的公共权力机构。因此 BBC 实施的计划对于英国许多电视

都有效力。

BBC Trust 基金致力于监测在公共会议、受众研究和在线咨询

等过程中的参与者多样性，尤其包括残障者，确保任何人都可以对

BBC 的工作发表意见。

（三）绩效监测与成果搜集
在 2007 年夏天，BBC 专门从事残障人和老年人以及志愿部门

发展的组织与 30 多个组织进行了焦点小组访谈，150 人通过了解其

服务，参与制定了用于监控服务质量的服务标准，确保为服务范围

内的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要求以及可访问的通信标准。在 2009

53. 其中 2006 年的问卷与焦点小组的结果，可在以下网址找到：
http://www.bbc.co.uk/aboutthebbc/policies/diversity.shtml
54.   2005 年 9 月，英国政府宣布将在 2008 年至 2012 年间进行数字转换。数字转换是将电
视广播网络转变为数字化的过程。它涉及转换当前的模拟电视网络，以及鼓励公众转换或升
级他们的电视和录音设备，以便他们可以接收数字电视。

http://www.bbc.co.uk/aboutthebbc/policies/diversit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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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举办的一次关于 TVL 网站残障友好与无障碍的会议上，参与

的残障者均表示了满意，但也有残障人指出，其所推进的很多活动

都是临时性的，并没有持续性的系统保障。此类成果搜集可用于评

估过往项目的执行情况，制定未来新的计划和影响更多部门。

（四）评估
BBC 为公共职能的每个领域开发了企业平等影响评估（EIA）工

具包，以确保系统地、一致地评估现有或潜在的执行差异及影响，

并会针对每个行动计划展开评估。通过评估，各主体可以检查自身

在推残障平等方面的发展及有待改进的地方，这样使我们的工作更

加清晰，效果也得以衡量。

（五）回顾与审查
在该计划运作的第三年，BBC 对它进行了全面的审查，随后在

其企业多元化计划中扩展了残障平等计划，从而进一步加强了 BBC

内部对于残障平等计划的重视，以及残障主流化的进程。

七、针对媒体的培训：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

自 2014 年以来，在联合国促进残障权利伙伴关系（UNPRPD）

中国项目的支持下，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多家联合国机构在

中国开展了一系列促进残障人士平等与融合的工作。其中，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致力于开展媒体机构的能力建设。为了促进媒体对残障人群

进行平衡的、多元的、具有权利视角的报道，项目设计了媒体传播与

残障平等培训，旨在为媒体工作者和残障倡导者提供具有残障权利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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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和社会性别视角的新的报道思路和传播资源。项目认为，只有以符

合《公约》宗旨的方式报道与传播残障事务，才能促进建立一个多元

的平等社会，更好地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

自 2015 年以来，该项目在北京、兰州、成都等地为来自全国各

地的百余名媒体从业者进行了残障平等意识培训，并与其中 20% 的

记者产生了后续议题报道的合作，建立了媒体从业者与残障人组织

间的交流网络。

同时，近年来，民间残障人组织一加一在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

播研究所卜卫教授的支持下，开展了针对残障人的媒体素养提升培

训，残障人与记者面对面的协商与合作培训等。 

2019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结合过往研究及项

目执行经验，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主持开发了以联合国残障平等意

识培训为基础、专注于媒体传播与倡导的培训方案。该方案可供已

获认证的残障平等意识培训师免费下载，鼓励残障人组织与媒体

从业者在媒体传播促进残障平等的工作中使用，方案详细情况请

访问联合国促进残障权利伙伴关系中国项目资源库（http://www.

canzhang-hub.com/）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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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

事件，具有成因的多样性、传播的广泛性、危害的复杂性、治理

的综合性等特征。在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

大”、“较大”、“一般”四个级别，并按发生过程、性质和机

理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个

类型。55

2019 年下半年至今，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相继暴发，

这起二十一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是一场健康

危机，还冲击着人类社会的核心，对残障人群而言，其后果是进

一步加剧与残障相关的经济社会不平等现象。56 本章将以新冠疫

情为例，探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的残障平等问题。

55.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 年 2 月 20 日。
https://www.mem.gov.cn/xw/jyll/200602/t20060220_230269.shtml 
56. 联 合 国：“Shared Responsibility, Global Solidarity: Responding to the Socio-
Economic Impacts of COVID-19”，2020 年 3 月。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
files/2020-03/SG-Report-Socio-Economic-Impact-of-Covid19.pdf 

https://www.mem.gov.cn/xw/jyll/200602/t20060220_230269.shtml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3/SG-Report-Socio-Economic-Impact-of-Covid19.pdf 
https://unsdg.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3/SG-Report-Socio-Economic-Impact-of-Covid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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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发公共事件与残障人

区别于日常生活情境，突发公共事件往往在短时间内加剧残障

人的脆弱性，也更考验其抗逆力。知晓并理解残障人在疫情中的处境，

是反思并改进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促进信息的普遍获取与残障平等

的重要前提。

（一）新冠疫情对残障人的影响
几乎人人都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在残障、性别、年龄、种

族、社会经济地位等维度相对边缘的群体承受着更为剧烈且持久的

冲击。2020 年 5 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政策简报：残障融

合的 2019 冠状病毒病应对政策》57 中指出：10 亿残障人是当今社会

最受排斥的群体之一，即使在通常情况下，残障人也难以获取医疗、

教育、就业和社区参与，更容易遭受贫困、暴力、忽视和虐待。残

障人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之一，也是这场疫情中死亡人数最

多的群体之一。新冠疫情对残障人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

1. 健康方面的影响

更高的感染和死亡风险。新冠疫情导致精神病院、孤儿院、日

托中心、康复中心和养老院等机构出现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58

在获取医疗服务和抢救机会方面更易遭受歧视。在医疗资源

57.  联合国：“Policy Brief: A Disability-Inclusive Response to COVID-19”，2020 年 5 月。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on_persons_with_disabilities_final.pdf 
58. Comas-Herrera A, Zalakaín J, Lemmon E, Henderson D, Litwin C, Hsu AT, Schmidt AE, 
Arling G, Kruse F and Fernández J-L (2020) “Mortality Associated with COVID-19 in Care 
Homes: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rticle in LTCcovid.org, International Long-Term Care 
Policy Network, CPEC-LSE, 1st February 2021. 
https://ltccovid.org/wp-content/uploads/2021/02/LTC_COVID_19_international_report_January-
1-February-1-2.pdf

•

•

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sg_policy_brief_on_persons_with_disabilities_final.pdf 
https://ltccovid.org/wp-content/uploads/2021/02/LTC_COVID_19_international_report_January-1-February-1-2.pdf
https://ltccovid.org/wp-content/uploads/2021/02/LTC_COVID_19_international_report_January-1-February-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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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缺的状况下，受传统或医疗模式（参见第一章）的影响，

某些残障人的家属或医务人员可能会认为相较非残障者而言，

残障人治疗成功的可能性低、剩余生命年短、日常生活所需

支持负担高等，从而使残障人和家庭面临放弃治疗的压力，

甚至出让其赖以为生的设备，如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初期紧缺

的呼吸机。

难以获取药品及卫生服务。在封城封路的情况下，一些需要

长期服药的精神障碍者或罕见病人士可能因无法及时获取药

品而健康受损，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在求医过程中面临各种环境障碍。缺乏无障碍考虑的健康码

系统、在线挂号预约系统等可能对视障者造成阻碍，停摆的

公共交通系统、封挡的医院设施可能对轮椅使用者造成阻碍。

难以获取疫情动态及防疫信息。疫情新闻发布会未设置手语

翻译，防疫指南缺乏易读版本或语音辅助功能可访问的版本

等，都可能影响残障人获取所需信息。

2. 生活方面的影响

难以获取必要的生活物资。在居家隔离时，因不能出门和网

络购物系统中的障碍，残障人在采购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方面更加困难。

难以获取充分的生活或心理支持。受封城封路等防疫措施的

影响，部分居住在社区中的重度残障人难以获得亲属或服务

提供者及时、适当的照料。某些精神障碍者及自闭症谱系障

碍者可能无法应对严格的居家隔离措施，即使有专业人士提

供远程心理支持，也难以缓解其负面情绪。

3. 教育方面的影响

在线上学习时面临障碍。为避免教育中断，各地教育部门及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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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在疫情期间安排了大量网络课程。然而，残障学生在传

播无障碍的四个层面（参见第四章）都可能遇到阻碍，如无

力购买设备，无法无障碍地访问在线课堂，缺乏无障碍的学

习资料和课程支持等，使其在实质上遭遇排斥。

恢复线下教育的进程更慢。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各类学校逐

步恢复线下教育，但残障学生往往被视为高风险人群，被要

求晚于非残障学生返校，由此处于更漫长的隔离状态。

4. 就业方面的影响

更高的失业风险。与非残障人相比，残障人在疫情期间获得

就业及相关社会保险的机会更少，更有可能在非正规部门就

业，或集中于某一行业就业，而更容易失业，并难以抵御风险。

更重的经济负担。残障人家庭通常面临与残障有关的额外支

出，如无障碍住房和设备、辅助设备、特定商品、药品和服务等，

新冠疫情及相关应对措施（如延迟复工）可能会影响残障人

及其亲属的职业发展，降低残障人家庭的整体收入，使之更

易陷入贫困，间接影响到残障人的生计。

5. 性别方面的影响

更高的性别暴力风险。在每一种突发公共事件中，基于性别

的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简称 GBV）都会增加。性

别不平等、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再加上封锁等

社会隔离措施，导致受 GBV 影响的人口急剧增长 59。许多妇

女与施暴者一起被“关”在家里，同时被切断了获取正常支

持服务的途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显示，在新冠疫情

期间，世界各地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有所增加，在许多情况下，

在已建立报告制度的国家，暴力行为激增了 25% 以上，一些

59.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COVID-19”，2020 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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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报告的暴力行为增加了一倍。60

生活在机构中的残障人则更易被忽视、约束、孤立和虐待。总

而言之，无论在新冠疫情的前期预防、中期响应，还是后期恢复与

重建过程中，残障人都面临着原已存在的不平等和新的威胁，其困

境与基于残障的态度障碍、环境（物质与信息）障碍和制度障碍息

息相关。

（二）残障人的抗疫行动 
极易被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残障人不仅是深陷疫情之困的脆弱

群体，也是用各种方式支持或参与抗疫的行动者。许多民间残障人

组织在疫情期间自发组织起来，积极参与信息无障碍、心理支持、

资源协调和公众倡导等方面的行动，为抗疫工作做出了贡献。

1. 用手语守护疫情中的听障人

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因信息无障碍服务的缺乏，听障群体

易遭遇各种阻碍。例如，听障人的信息获取滞后，对疫情的反应比

非残障人慢，求援过程也困难重重，若需在指定地点隔离，没有熟

悉的人陪伴的话，他们难以和周围的人顺利沟通。对此，湖北武汉

的听障人支持团队“守语者”（其成员多为听力障碍者与言语障碍者）

行动起来，在 2020 年 2 月初组建起手语支持小组，通过远程视频开

展手语支持，协助听障人与医生、快递员等沟通，陪伴处于隔离状

态的听障人，提供心理支持，帮助听障人募集各类防疫与生活物资，

并重点关注支持中老年听障人的困难与需求。61

60. Ibid. https://www.undp.org/publications/gender-based-violence-and-covid-19
61. 魏芙蓉：《无声的战“疫”：武汉城内的聋哑人》，新京报，2020 年 2 月 20 日。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8212350715422.html 

https://www.undp.org/publications/gender-based-violence-and-covid-19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82123507154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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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心智障碍者开发易读手册

心智障碍者易被替代性决策甚至暴力相向，若难以获取使用浅

白语言或易读的信息，即难以参与或主导自己的生活，疫情使这些

情况进一步加重。为了给心智障碍者提供易读的信息，促使其家庭

与服务提供者尊重心智障碍者的自主决策，确保心智障碍者充分参

与防疫活动及疫情后的社区恢复过程，残障人组织“一加一”编写

了《疫情大流行状况下心智障碍者支持手册》62，并向心智障碍者家

庭和社会工作者开展传播倡导。鉴于新冠疫情属于突发公共事件，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一加一”同时编写了《紧急情况下心

智障碍者支持手册》63，以促进心智障碍者在各种紧急情况下的权利

保护。

3. 残障姐妹的“暖心”支持与发声

受残障和性别因素的交叉影响，残障女性在疫情中的处境更为脆

弱。民间残障女性组织“残障姐妹 BEST”基于残障女性在疫情期间

的困难，发起了“关爱残障姐妹暖心包”的募捐和发放活动 64，为残

障女性提供成人纸尿裤、拉拉裤和其他日常生活必需品，并通过远程

采访和征稿等方式推出《疫情下的残障女性》系列故事，为隔离在家

的残障女性提供心理支持，也向广大公众传播残障女性的声音。

4. 残障义工网络联合“花式”抗疫

2020 年 2 月 2 日，部分民间残障人组织与残障网友发起了“抗

击疫情残障义工网络”65，通过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号召各界

62. 可访问如下地址下载该手册：http://www.crpdlife.cn/page/4614 
63. 可访问如下地址下载该手册：http://www.crpdlife.cn/page/4615 
64. 参见《妇女节特稿：关爱残障姐妹“暖心包”，爱让我们不怕被遗忘》，残障姐妹
BEST，2020 年 3 月 7 日。https://mp.weixin.qq.com/s/n7t-9Uh5F-Ap3v7FMycrQg 欲 知 更
多信息请访问“残障姐妹 BEST”微信公众号。

http://www.crpdlife.cn/page/4614 
http://www.crpdlife.cn/page/4615 
https://mp.weixin.qq.com/s/n7t-9Uh5F-Ap3v7FMycr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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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共同参与，及时发布物资信息和疫情动态，为受疫情影响的残

障人提供无障碍支持、心理疏导、居家康复和锻炼、生活必需品代购、

特殊教育资源等五个方面的远程支持服务，致力于在疫情隔离期间，

通过和当地公益机构合作，为行动不便的武汉及湖北残障伙伴提供

支持。该义工网络一经发起，便得到诸多残障人组织的响应，他们

纷纷通过各自的社交媒体传播相关信息，通过该网络力所能及地提

供各种援助与服务，并将搜集到的各类残障抗疫信息与经验编写为

《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残障抗疫支持手册》。

二、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与残障人 

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活动中，残障人至少拥有 3 种主要身份：

报道的生产者、报道对象和报道的使用者（用户），分别对应着平

等地参与报道工作、平等地被报道，以及平等地接收与使用相关报道。

截至目前，我们尚未在中英文学术数据库中发现研究新冠疫情期间

残障人新闻报道活动的科学文献，下文将主要介绍后二者在中国的

状况。
（一）新冠疫情报道中的残障人 

来自北京大学的研究《新冠疫情新闻中的残疾人：基于媒介再

现的视角》66 对大众媒体如何报道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残障人进行较为

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者从所有制、业务范围方面选取了 4 类共

23 家媒体的微信公众号作为研究对象，包括：4 家官方综合性媒体（人

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新闻联播）；3 家官方行业性媒体（健

65. 参见《抗疫残障支持网络成立！我们邀请你一起来帮助疫情中的残障人》，残障支持，
2020 年 2 月 4 日。https://mp.weixin.qq.com/s/ABXzipB1x1Kq-geMu-I1Pg 欲知更多信息可
访问“残障支持”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ABXzipB1x1Kq-geMu-I1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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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报、生命时报、健康时报）；14 家市场化综合性媒体（南方都市报、

南方周末、冰点周刊、北青深一度、澎湃新闻、凤凰网、界面新闻、

中国新闻周刊、人物、新浪新闻、第一财经、财经杂志、21 世纪经

济报道、财新网）；2 家市场化行业性媒体（丁香园、腾讯医典）。

在 2019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期间，这 23 家媒体共报

道 67 篇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残障人相关新闻（以下简称“残障人新闻”）。

1. 报道数量与报道主题 

针对残障人新闻的内容分析结果显示，在 14449 篇新冠疫情

新闻中，残障人新闻仅占 0.46%，不仅远低于残障人占全国总人

口的比例，更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估算的全球残障人口比例。在残

障人新闻中，报道张某事迹、鄢某事件、李某事件的新闻占比超过

60%，报道主题可谓高度集中。此外，这 23 家中国媒体对受新冠疫

情影响的残障人的报道主要由典型人物、伤亡事件和纪念日来推动，

缺乏持续、稳定和常态化的关注。

2. 报道中的残障人形象与境遇

在新冠疫情新闻中，残障人的整体形象中性偏正面，仅 5.97%

的残障人新闻人物以违法或违规者的身份出现。残障人在新冠疫情

新闻中承担最多的角色是“轻伤不下火线”的医疗人员，均为存在

轻度肢体障碍的男性医生。残障人鲜少在新冠疫情新闻中扮演拥有

较强话语权的角色，如专家学者和社区工作者，更未在任何一篇报

道中担任政府官员。以肢体障碍者为主要或次要新闻人物的样本最

多（76.12%），其后为多重障碍（23.88%）、心智障碍（22.39%）、

精神障碍（11.94%），听力障碍（5.97%）、言语障碍（2.99%）和

视力障碍（1.49%）相对不受重视。在信源方面，除残障人新闻人物

66. 熊颖、王秀丽：《新冠疫情新闻中的残疾人：基于媒介再现的视角》，《残疾人研究》，
 2021 年第 4 期（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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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8%）以外，政府官员（44.78%）、媒体从业者（37.31%）、

医疗人员（25.37%）较常作为信源谈论残障人相关事务。熟悉残障

人情况或拥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公益人士（5.97%）和社区机构（4.48%）

未获得充足的发声机会。

98.51% 的报道提及残障人所面临的困境，既包括在新冠疫情之

前就存在的问题，也包括疫情暴发后才出现的问题，以及在原有问

题的基础上产生新问题的情况。出现频率最高者是残障人的身体问

题，其次为生活问题，无一报道涉及残障人在学习和权益方面的问

题。53.70% 的报道将残障人的困境归因于新冠疫情，70.37% 归因

于微观层面的人、物、事，如残障人自身行为失当、监护人被隔离、

亲属照顾不足、防护服令人不适等，31.48% 归因于中观层面的各类

组织机构，只有 1.85% 的报道将残障人的困境归因于宏观层面的社

会文化因素。在新冠疫情中，残障人不仅是社会支持的对象，也是

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自助与助人者。然而，无论是出现频率还是支持

方式的丰富程度，他人给予残障人的支持都远高于残障人对自我和

他人的支持。此外，残障人所获得的支持均在行政干预、社会救济、

职业素养或伦理道德的语境下被呈现，而非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角度。

3. 报道视角 

在这 23 家中国媒体所报道的残障人新闻中，并无一篇采用了残

障权利视角，而多使用“励志框架”和“慈善框架”（参见第二章），

将残障人分别塑造为“可敬的超能者”和“可怜的低能者”。这两

种刻板印象都利用贬低残障身份来完成内在逻辑的塑造，前者用残

障身份反衬“超能者”的强，后者用以解释“低能者”的弱，附着

在残障身份之上的负面意涵被一再固化。

研究者虽未在残障人新闻中发现明显的歧视性表述，但部分报

道使用了在某些情况下带有贬损色彩的词语（如“一瘸一拐”、“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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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等），以及在“排斥框架”下建立个体越轨行为与残障身份之

间非必要或不充分的关联，将残障人再现为“可怕的越轨者”，可

能加深残障人所背负的污名，强化有伤其尊严与权利的社会排斥行

为，属于针对残障人的隐性歧视。综上所述，这 23 家媒体对受新冠

疫情影响的残障人的报道有其可取之处，如整体形象中性偏正面、

关注残障人的困境、已无显性歧视等，但总体仍倾向于将受新冠疫

情影响的残障人建构为健全人中心主义（Ableism）视角下的他者，

具体表现为重度边缘化、中度定型化和轻度污名化。

（二）新冠疫情期间残障人的信息使用
获取信息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健

康信息的传播与获取尤为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一项研究 67

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会导致处理信息申请的后勤障碍，例

如无法获得实物文件或向数字能力不足的申请者提供信息。在全球

范围内，只有少数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率先披露疫情信息，更不用

说以“容易理解的格式”、少数民族语言及其他无障碍的形式向残

障人、贫困者、少数族裔、妇女或其他有特殊需求或难以获得主流

信息者主动披露相关信息。

联合国秘书长在 2020 年 6 月推出的《数字合作路线图》68 中强

调了数字技术在新冠疫情和后疫情世界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在疫情

期间，确保人人在何时何地都能够接触到自由流动的数字信息，是

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关系到人们能否获取关键的疫情信息，以

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可靠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相对于非残障人，残

障人在使用互联网及其他信息通信技术和辅助技术方面面临不平等

67. 李学会，蔡聪：《疫情对残障群体的影响：一个实证研究》，收录于《突发公共卫生紧
急状态下的残障权利保障》（张万洪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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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种障碍，包括负担能力障碍（由于收入较低以及与残障相关的

费用）以及信息通信技术设备、程序和网站的可及性有限等，疫情

的暴发使残障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更为严峻。

2020 年 4 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来自浙江师范大

学和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的研究者 69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多数残障

人在新冠疫情期间获得了较为充分的相关信息，可视作中国各级政

府与社会力量通力合作的结果。互联网是残障人获取相关信息的主

要途径，其次是电视。残障人群体内部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存在数字

分化，相较而言，智力、精神障碍者以及重度残障者面临更大的信

息鸿沟。在获取信息时，大量残障人有无障碍需求，且与残障类别、

级别存在一定关联，如视力障碍者对盲文、大字版本的需求，心智

障碍者对易读版本的需求等，但 18.7% 的受访者表示无法获取无障

碍信息，主要原因是信息不足或信息载体存有障碍。权威公共部门

所提供的无障碍版本十分缺乏，国家及省级疫情新闻发布会鲜有同

步的手语。尽管与残障群体关联甚强的残联、民政等部门发布了一

些关于残障人防疫的指导意见，但不够系统，无障碍版本也不全面。

由上述两个中国案例可知，无论是作为报道的对象还是用户，

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残障人都获得了部分社会资源，残障平等也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保障。然而，更需强调的是，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仍存

在将残障人边缘化、定型化和污名化的问题，残障人受限于数字鸿沟，

信息无障碍工作存在较大缺口，与《公约》所规定和期待的残障平

等尚有较大差距。因此，反思并改进残障相关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

对于促进残障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68. 联合国，《数字合作路线图》，2020 年 5 月 29 日。
https://www.un.org/zh/content/digital-cooperation-roadmap/
69. 李学会，蔡聪：《疫情对残障群体的影响：一个实证研究》，收录于《突发公共卫生紧
急状态下的残障权利保障》（张万洪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中）。

https://www.un.org/zh/content/digital-cooperation-roa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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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促进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的残障平等

融合视角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能够使残障人的困境和行动可见，

充分满足其信息需求，不仅有助于激发残障人的抗逆力，完善群防

群控、联防联控工作网络，尽快消除突发公共事件的负面影响，还

有助于提升残障人的社会地位，构建更为平等的传播环境和社会文

化。反之，排斥性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不仅会造成应对工作中的漏洞，

还将加深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基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发展阶段、残障人所受的影响，以及残障

人与相关报道的现状，本手册建议从以下方面促进突发公共事件报

道中的残障平等。

（一）前期预防阶段 
突发公共事件是骤然施加于人类社会之上的特殊甚至极端状况，

在常态情境下即准备充分，是提升突发公共事件治理能力和效果的

坚实基础。

1. 开发针对残障人的突发公共事件传播预案

组建并巩固残障人组织与媒体之间的友好同盟，搭建信息无障

碍技术支持网络，开发一套有针对性的联合传播预案，是开展基于

残障平等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基石。该预案应致力于：一方面，

推动残障人组织整合残障相关政策、社群状况和无障碍需求，转化

为报道选题和素材；另一方面，倡导媒体机构及其从业者基于对宏

观态势及传播导向的把控，融合残障人的处境与观点。同时，促进

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其他公益组织等社会主体与残障人组织与媒

体的密切合作，共同保障突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的无障碍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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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展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培训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媒体机构及从业者往往需要迅速响应，

投入大量报道资源跟进事态发展及发布应对信息，难以及时、准确、

充分地关注到某一群体的困境与行动。因此，残障人组织和媒体应

在突发公共事件预防阶段即开展相关培训，提前演练并优化传播预

案，另一方面提高自身的残障平等意识和相关报道素养，及早培养

对残障议题和残障平等的敏感。

（二）中期响应阶段
在第三章中，我们整理出适用于所有报道情境的“给媒体的

十六条建议”、使用尊重的语言、提供合理便利、建立残障报道伦

理指南与规范、建立伦理审查机制等建议。在此基础上，结合突发

公共事件反应时间短、易出现重大伤亡、经常需要紧急社会动员、

次生灾害较多且作用机制复杂等特点，以及中国媒体的经验与问题，

我们向媒体机构及其从业者、残障人组织及其自媒体提出以下建议：

1. 增加残障报道数量，丰富残障报道主题，鼓励残障人发表意见。

本章第一部分已阐明，突发公共事件对残障人的影响涉及多个

方面和层次，除了模范人物和伤亡事件，还有大量残障议题值得关

注和深入报道。媒体应同时加强残障相关议程的数量与质量，既可

以将残障人作为主要新闻人物，重点描述该群体的境遇，亦可在报

道某类人群或事件时，融入残障人的经历和视角，多使用残障人作

为信源。  

2. 关注各类残障细分或交叉人群，重视残障人的多重困境，加

强归因深度，凸显残障人的抗逆力。

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媒体需提高对听力障碍、视力障碍、

心智障碍和言语障碍者的关注度，以及残障女性、残障儿童、残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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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残障农村居民等多重边缘人群所面临的特殊问题。除了身

体问题与生活问题，残障人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心理问题、工作问

题及其他权益问题也值得重视。同时，我们建议媒体将这些问题置

入更广阔的社会情境，深入挖掘问题的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促进

社会思考与公共讨论。此外，媒体应看见并重视残障人在应对突发

公共事件中的主观能动性，并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角度报道或分析

各主体对残障人的社会支持。

3. 强化权利视角，消除隐性歧视。

在报道受突发公共事件影响的残障人时，我们建议媒体强调残

障人的权利主体身份，而非仅塑造其“积极乐观”的正面形象，并

倡导各社会主体采取行动倡导并保障残障人的权利，反对侵害其权

利和固有尊严的行为，支持对其进行赋权增能，协助残障人参与决

策自身事务。若残障人个体在突发公共事件期间的越轨行为与其残

障身份并无必然关联，则避免透露这一信息，以消除隐性歧视。除

残障权利视角之外，媒体也应在报道多重边缘人群时兼顾性别平等、

儿童权利、积极老龄化等视角，在新闻实务工作中充分践行“以人

为本”的报道理念。

4. 打破刻板印象，丰富报道框架

我们建议媒体从业者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格外注重报道伦理，

避免仅将残障人塑造成“可怕的越轨者”、“可怜的低能者”或“可

敬的超能者”等刻板印象。相应地，媒体可尝试打破常规，在权利

模式或社会模式的视野下，采用增能框架、检视框架、共赢框架、

效益框架（参见第二章）来报道相关事件，既可增加报道深度，又

能让受众耳目一新。

5. 发挥残障媒体人的优势，为其报道活动提供合理便利。

我们鼓励残障人加入各类媒体机构，为新闻业界带来更鲜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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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主体经验。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媒体机构应考虑到特殊情

况下出现的各种障碍，为残障人记者、编辑或其他从业者提供所需

的合理便利。

6. 发挥残障人组织及其自媒体的重要作用。

考虑到主流大众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期间时间紧、任务重，残

障人组织及其自媒体应充分发挥出自身的独特优势：一方面，协助

主流大众媒体了解并接受残障人的主体经验与残障权利视角，监督

其传播活动是否存在歧视、偏见二次伤害等有侵害残障人权利之嫌

的情况，是否存在虚假信息或谣言，若有，是否可通过无障碍举报

或反馈通道促使其纠正或删除相关内容，及时消除不良影响。另一

方面，残障人自组织可聚焦于本社群的需求，甄别虚假信息或谣言，

进行自主发声，主动成为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7. 因人制宜，完善传播无障碍。

保障残障人群充分获取突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既是媒体、残

障人组织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也是开展社会动员、减少原生与

次生灾害、消除信息鸿沟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我们建议媒体、

残障人组织及相关政府部门重视残障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提供无

障碍的多元信息载体及渠道，将字幕、音频、盲文、大字版本、易

读版本、手语、无障碍网页等传播形态纳入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发布

活动。 

（三）后期恢复与重建阶段 
即使是新冠疫情这样特别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终将平

复并归于日常，但它所带来的后果持续影响着后疫情时代的人类社

会。基于残障权利视角进行反思，探讨相关报道的经验、不足和改

进方向，是媒体机构及从业者、残障人组织、政府部门、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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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及公众等社会主体的共同责任。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促进残

障平等，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残障平等，相关报道

不仅能为之提供镜鉴，更是加速这一过程的关键力量。



附录：一些关于媒体伦理及报道资
源的重要文件和残障报道相关资源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ht tps://w w w.un.org /chinese/disabilit ies/convention/

convention.htm

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h t t p s : // w w w. u n . o r g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 z h /

development- agenda/

《世界残障报告》（英文版）

《残障融合用语指南》（英文版）

https://www.ungeneva.org/sites/default/f iles/2021-01/

Disability-Inclusive-Language-Guidelines.pdf

世界卫生组织《社区康复指南》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44575/

9789240685215_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44405/

9789889887834_supplement_chi.pdf?sequence=2&isAllowed=y

https://www.un.org/chinese/disabilities/convention/convention.htm
https://www.un.org/chinese/disabilities/convention/convention.htm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development- agenda/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development- agenda/
https://www.ungeneva.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1/Disability-Inclusive-Language-Guidelines.pdf
https://www.ungeneva.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1/Disability-Inclusive-Language-Guidelines.pdf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le/10665/44405/9789889887834_supplement_chi.pdf?sequence=2&isAllowed=y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44575/ 9789240685215_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44575/ 9789240685215_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44405/9789889887834_supplement_chi.pdf?sequence=2&isAllowed=y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44405/9789889887834_supplement_chi.pdf?sequence=2&isAllow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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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体性别敏感指标：衡量媒体运行和媒体内

容性别敏感的指标框架》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7831_chi/ 

PDF/217831chi.pdf.mult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体发展指标：媒体发展评估框架》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63102_chi/ 

PDF/163102chi.pdf.mult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教育课程模板 : 新课程纲要》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21199_chi/

PDF/221199chi.pdf.mult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新闻学教学 : 新课程纲要》( 英文版 )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33878

《新闻业、“假新闻”与虚假信息：新闻教育与培训手册》( 英文版 )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65552/

PDF/265552eng.pdf.mult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字赋权：残障人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获取

信息和知识》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44543_ch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实现包容性发展：残障人获取信息和知

识的数字渠道》（英文版）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69088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7831_chi/ PDF/217831chi.pdf.multi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7831_chi/ PDF/217831chi.pdf.multi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63102_chi/ PDF/163102chi.pdf.multi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63102_chi/ PDF/163102chi.pdf.multi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21199_chi/ PDF/221199chi.pdf.multi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21199_chi/ PDF/221199chi.pdf.multi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33878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65552/PDF/265552eng.pdf.multi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65552/PDF/265552eng.pdf.multi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44543_chi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6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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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残障报道媒体指南》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

--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49510.pdf

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 (2019 年 2 月最新修定 )

http://xbbjb.sdpc.edu.cn/info/1053/1154.htm

《中国残障观察》( 年度系列报告 2014-2017)

http://product.dangdang.com/1327908869.html

https://www.ssap.com.cn/c/2018-03-16/1066816.shtml

https://www.ssap.com.cn/c/2019-03-07/1075804.shtml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残障平等计划 ( 英文 )

https://downloads.bbc.co.uk/aboutthebbc/policies/pdf/DES_2010.doc 

《发出你的声音，传播你的想法：民间社会组织指南》

https://a0e7b183-39a9-4a16-8705-47936cfbc202.filesusr.com/

ugd/81d148_a49a390bee8a440bb37dfded0a264d65.pdf

联合国促进残障权利伙伴关系中国项目资源库

https://www.canzhang-hub.com/

 残障历程（中国民间残障权利倡导资料库）

https://www.crpdlife.cn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49510.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49510.pdf
http://xbbjb.sdpc.edu.cn/info/1053/1154.htm
http://product.dangdang.com/1327908869.html
https://www.ssap.com.cn/c/2018-03-16/1066816.shtml
https://www.ssap.com.cn/c/2019-03-07/1075804.shtml
https://downloads.bbc.co.uk/aboutthebbc/policies/pdf/DES_2010.doc 
https://a0e7b183-39a9-4a16-8705-47936cfbc202.filesusr.com/ugd/81d148_a49a390bee8a440bb37dfded0a264d65.pdf
https://a0e7b183-39a9-4a16-8705-47936cfbc202.filesusr.com/ugd/81d148_a49a390bee8a440bb37dfded0a264d65.pdf
https://www.canzhang-hub.com/
https://www.crpdli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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