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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这个概念并不简单。
比如，朱永铭和黄文英都是盲人，
但两人盲得并不一样。黄文英的眼
睛完全看不见，但有光感，“如果
灯开了，我看不见灯，但能感觉到
有光亮。”朱永铭则有 0.02 的视
力，“你坐在我对面，我能看到你
的轮廓，也知道你眼睛、鼻子、嘴巴
在哪里，但如果有人拿着你的一张
照片问我，这是谁？那我肯定认不
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盲人
的定义：矫正视力在 0.05 （不包
括）以下至无光感，就是盲人。
出生于 1958年的朱永铭天生

失明，“因为母亲在怀我时，吃了
点药。”

1957 年出生的黄文英则是在
小学时渐渐失明，“小学 3 年级时
视力开始下降。一开始我坐后排，
因为视力变差，慢慢换到了第一
排，最后，坐在第一排都看不见黑
板上的字了。”

家里人以为黄文英是近视，于
是带她去配眼镜，结果视力差得验
光都验不出来，赶忙到医院，检查
下来，黄文英的视力只有 0.02。不
过，当时医生没能找到病因，直到
黄文英 15岁时才确诊：得了视网
膜色素变性。
“这个病治不了，只能眼见着

眼前的东西一点点看不清，有些人
病情恶化得快，没几年就看不见，
有些人恶化得慢些。”黄文英的视
力算恶化得慢的，差不多在 50 多
岁完全看不见，只剩下光感。

虽然看不见，但朱永铭与黄文
英的日常生活与我们并没有太大
差别。他们早已习惯那个看不清的
世界，做饭、洗衣、打扫……这一切
都不成问题，不仅如此，黄文英还
烧得一手好菜。

但说到外出旅游，则是另一回
事了。一般旅行社都不接待盲人游
客，至于自助游，除了极少数特别
牛的盲人可以做到，对于绝大多数
盲人来说，如果没有视力正常的人
作陪出行，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在
一个全新的环境中行走、探索，难
比登天。

所以，对朱永铭与黄文英来
说，旅游一直是个奢侈的梦。即使
两人在 2005年、2008年分别退休
后，也是“家里蹲”，直到 2019 年
8月。

2019年 5 月，朱永铭的一个
盲人朋友在没有亲友陪伴的情况
下出去旅游，去的是内蒙古呼伦
贝尔草原。朱永铭夫妇得知后感
觉不可思议。这位盲人朋友告诉
朱永铭，自己是跟团去的，苏州有
一家专为视障者（包括盲人和低
视力）提供旅游服务的旅行社，旅
行社工作人员和义工会带着你
玩。

此前，朱永铭夫妇从来没有听
说过还有这样的旅行社，这个消息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或许，今后他
们可以和普通人一样出去旅游了！

3个月后，朱永铭夫妇就坐上
了去海拉尔的飞机，朱永铭管这次
旅行叫“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
游”。

“以前我们夫妻参加过福利
厂组织的几次单位旅游，那时厂里
视力正常的员工会陪着我们一起
玩；后来也和盲人朋友一起玩过几
次农家乐，但都在上海周边，玩得
也简单。这次就不一样了，去了以
前想也不敢想的遥远的大草原，而
且还是自己坐飞机！因为团里的盲
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所以先要自
己坐飞机从上海到海拉尔，在那里
和大部队汇合。”

那次旅行，朱永铭夫妇在草
原上骑马、射箭、开车，“你能想得
到吗？盲人还能开车！但我们每个
人都体验了！所有这些都是我以
前想也没有想过的，真是太开心
了。”

呼伦贝尔之行，让朱永铭夫妇
感觉世界一下子变大了，“这种感
觉太好了”。

刚回到上海，朱永铭夫妇就开
始盼望下一次旅行，并在 10 月参
加了这家旅行社组织的北京游。
“从小我就有一个愿望，要到北京
去登长城，当一回‘英雄好汉’，后
来失明了，以为这个愿望不可能实
现了，没想到竟然在 60 多岁时圆
了儿时的梦！”黄文英感叹。

12 月，夫妇俩又跟着旅游团
去了云南西双版纳。

2020 年 4 月两人去了富阳，5
月到苏州，8月在青岛。

2021 年 1 月，两人去了哈尔
滨，“我们想去体验一下东北零下
30 多度的寒冷。本来想着肯定很
冷，于是我们穿了很厚很厚的棉袄
去，到了那里，发现比上海冷不了
多少嘛……我们还在结冰的河上
骑自行车，太开心了……还有一段
很难忘的旅程，就是从雪谷到雪
乡，我们得翻一座山———羊草山。
那天，我们早上 8点就出发了，在
雪里走了整整一天的路，走到最后
一公里，我不行了，怎么都走不动
了，最后是义工和带队的梅老师把
我拖到终点的。就梅老师是男的，
其他义工都是女的，真难为她们
了。”朱永铭说，虽然那一天很“遭
罪”，但“总算知道爬雪山是什么
感觉了”。

4 月，两人去了河南，在洛阳
“看”了牡丹；5月去了福建平潭，
“平潭的沙滩感觉比青岛的沙滩
要好，脚走上去沙子更软……”

这个“十一”，两人则计划去
浙江象山……

虽然看不见风景，但可以听、可以闻、可以触摸……旅行为生活打开一扇窗

视障者的旅游：外面世界同样很精彩
晨报记者 徐惠芬

如果去一个地方旅游，却
看不见风景， 旅行的意义有多
大？

对于年过 6 旬的上海盲人
夫妇朱永铭、黄文英来说，这个
问题从来不是问题。自 2019 年
8 月进行了 “真正意义上的第
一次旅游”———去了内蒙古呼

伦贝尔后， 这对盲人夫妇差不
多以一年 4 次的节奏出去旅
行。这个“十一”，他们计划去浙
江象山。 “旅游真是太开心了！
以前从没想过盲人还能去大草

原、去海边……哎呀，赤脚踩在
沙子上， 那个感觉真的太舒服
了……我们还骑马、 坐三角翼
飞行器、 射击、 开车、 乘游艇
……每一次出去玩 ， 都好开
心！”回忆起过去两年旅行的点
点滴滴，朱永铭、黄文英用得最
频繁的一个词就是“开心”。

虽然看不见风景， 但他们
体验到的旅行乐趣并不亚于普

通人。 旅行可以为生活打开一
扇窗———这句话不仅对普通人

成立，也对盲人“有效”。

� � � � “旅游真是太开心了。我们真的
很感谢梅老师， 要不是他办了 ‘志
苏’ 这样一个专为盲人提供旅游服
务的旅行社， 我们哪能像正常人一
样出去旅游啊。 ”在采访中，除了“开
心”外，“梅老师”和“志苏”是朱永铭
夫妇口中另两个高频率出现的词。

朱永铭口中的“梅老师”是苏州
志苏公益慈善服务中心负责人，也是
“志苏融合旅行”（简称志苏旅游）的
创始人———梅志宇。 志苏旅游脱胎
于苏州志苏公益慈善服务中心，是该
中心旗下专门为视障者提供旅行服

务的一家社会企业。 这些年来，已有
3300多位视障人士通过该旅行社组
织的活动出游，足迹遍布海边、草原、
沙漠、雪地、高山、古道……

“志苏在开展慈善公益服务活
动的过程中 ， 接触到了视障者群
体，一开始 ，我们主要协助他们购
物、就医、配药、体检等……慢慢接
触下来，我们发现许多视障伙伴都
有出行旅行的渴望。 ”梅志宇称，很
大一部分视障者都从事推拿按摩

工作，从早到晚待在一个 10 多平方
米的房子里，“他们很渴望出去，渴
望有更多体验”。

于是，就有了第一次旅行。2013
年 6 月底， 在志愿者的陪伴下，30
多位视障者乘坐一辆大巴，从苏州
出发，经过安徽、山东、北京 ，一路
到了坝上草原。

和视障者接触越久，梅志宇越
能感受到旅行带给他们的意义 ，
“虽然不能看，但他们可以听、可以
闻、可以触摸……旅行可以给他们
带来超出日常生活的体验。 ”

最初两年，参加志苏出游活动
的视障者都来自苏州本地 ， 但从
2015 年起，出游队伍中出现了苏浙
沪等地视障者伙伴的身影 ， 慢慢
地，又扩展到了全国……

“很多盲人想出去旅行 ，但苦
于没人陪。 ”梅志宇说。

面对来自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

报名者， 志苏公益慈善服务中心开
始难以应付，“志苏毕竟是苏州当地
的一个公益机构，而且根据法规，只
有旅行社资质才能组织旅游， 我们
一年组织个一两次公益旅游， 不是
什么大问题，但如果要增加频次，就
不合适了。而且做这样的公益出行，
我们是不赚钱的，甚至是亏钱的，很
难大范围、 长期为视障者提供旅游
服务。 ”梅志宇坦言。

为了满足更多视障者的旅行

需求，2018 年， 旅游业务从苏州志
苏公益慈善服务中心剥离出来，单
独成为社会企业“志苏融合旅行”，
这也是全国专门为视障者提供旅

游服务的最早的旅行社之一。
梅志宇说，全国专为视障者提

供旅游服务的旅行社寥寥无几 ，
“我所知道的有 4 家，全国应该不超
过 10 家。 ”

在梅志宇看来， 缺少为视障者
提供旅游服务的旅行社， 是因为这
样的旅行社与一般旅行社很不同，
“一般的旅行社都有地接，但我们这
个不行，必须全陪，很难把视障游客
转给地方旅行社。此外，到了一个景
点，导游会让游客自由活动，然后说
一个时间点集合， 但我们必须全程
跟着，为视障游客提供导引的同时，
还要为他们描述风景。 这个人力成
本是很高的，而且对人的要求很高，
要很有耐心。 ”

那如何解决这个 “高人力成本
问题”？志苏旅游的方法是依靠志愿
者。志愿者是志苏旅游团的“标配”，
“差不多团队中 1/4-1/3 是志愿者
吧， 一个志愿者一般陪 2 位全盲游
客，左手右手各带一个，或者 3 位半
盲游客。 ”

志愿者一部分来自于志苏公益

慈善服务中心的老义工， 一部分则
在全国各地招募， 有时也会和当地
公益组织合作。

志愿者陪同旅行， 尤其是长途
旅行，成本不低，那么谁来负担这笔
费用？

“最开始，志愿者出的钱比视障
者都多， 像第一次远行去坝上草原
那次 ， 每位视障游客差不多出了
1500 元，志愿者出了 2500 元；后来
我们基本一样收费；现在，我们会负
担志愿者的交通费、门票费等，但吃
住他们自己负担。 ”梅志宇说。

所以，志愿者不仅要出力，也要
出钱？ 对此，梅志宇解释说，这个收
费方式是这么多年下来的“经验”之
举，“有些志愿者的出行频次比视障
游客还要高， 如果由他自己承担所
有的旅游费用， 一年多次下来支出
不小，会影响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但
不收费也不好， 可能造成志愿者报
名随意、退出随意的情况。收取一定
的费用会对志愿者形成一定的约束

力， 让他们做决定时更加谨慎———
要不要报名， 能不能保证去……这
样也更利于我们开展工作。 ”

至于对视障游客的收费，“我们
基本上利润在 10%左右， 毕竟有房
租要付，有员工工资要发，否则企业
难以为继； 但我们也不想把利润率
定高， 因为我们办志苏旅游的主要
目的不是赚钱， 而是为了让更多视
障者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出去旅行。”
梅志宇告诉记者， 与市场上针对普
通人的同类旅游产品相比， 志苏旅
游推出的盲人旅游产品价格差不

多，有时甚至还低一点。
这么多年下来， 梅志宇深切感

受到，社会大众对“盲人旅游”的观
念正渐渐发生改变。 “以前，还有很
多人好奇盲人为什么也要旅游，甚
至指指点点，现在，出来旅游的盲人
多了， 社会大众对盲人旅游更接受
了， 一些地方也开始创造更方便盲
人旅游的环境。 ”

朱永铭、黄文英夫妇在哈尔滨旅游，体验冰上骑自行车的快乐。 /受访者

一个做“盲人旅游团”的旅行社
志苏旅游创始人梅志宇：社会对盲人旅游观念在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