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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基会“凤凰基金”资助盲人按摩 
培训班回访报告 

 

社会监督巡察员 赵秀梅 

 

2013 年，中国盲人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盲协）接受中国红

基会“凤凰基金”项目资助款 54万元，在山东、四川、宁夏、

吉林 4 个省对 120 名农村盲人开展了“千手相助·盲人培训与安

置工程”项目。培训目的在于通过专业课程的培训，使盲人学

员能够学到一技之长，提高专业技能和素质，实现就业并融入

社会，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 

通过为期 2 个月的理论学习和 1 个月的实习培训后，学员

们参加了当地保健按摩师职业资格考试，获得由劳动部门颁发

的保健按摩师初、中级职业资格证，85%以上学员实现就业。还

有学员自主创业，真正使他们实现了经济自立，达到了项目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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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目标。 

为了切实加强项目监督，我受中国红基会监督办邀请，先

对参加培训班的学员进行了随机电话回访，后赴山东省烟台市，

对由烟台开发区残疾人职业培训学校承办的项目实施效果进行

了实地考察，现将回访情况报告如下。 

一、回访概况 

（一）回访时间：2013 年 12月 

（二）回访人员：赵秀梅（社会监督巡察员） 

（三）回访方式：根据中国盲协提供的 120 名学员的登记

花名册，随机抽样对培训学员进行电话回访，并抽取一个班进

行实地巡察督导。 

（四）回访内容：核对学员姓名、是否参加培训；培训的

时间、地点；培训内容及学习效果；就业及创业情况；对培训

班的评价、意见和建议等。 

二、电话回访结果 

根据中国盲协提供的培训班学员登记花名册，我从 120 名

中随机抽取了 49 名学员的电话，抽样有效率为 40.8%；有 46

人接通电话并接受了回访，最终回访率达到了 38.3%（具体见表

1）。未接电话的 3 名学员均得到同班同学及班长的确认。另外，

我还通过受访的培训班班长或同学，对未抽样学员参加培训的

情况进行了间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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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凤凰基金”盲人按摩培训班学员电话回访表（2013 年） 

三、各省学员对培训班的评价和建议 

在电话回访中，大部分学员对培训班效果予以肯定，对老

师的授课表示满意。学员们反映，学习了《人体解剖》和《中

医基础知识》等基本知识，掌握了穴位和按摩手法。很多学员

表达的同一句话是：“老师手把手的教我们”。 

为了方便视障学员的学习，山东省烟台市这期培训班在教

学中增加了教学录音环节，还为每一位学员刻录了教学光盘、

购置了充电宝，供他们课后随时学习、复习使用，学员们非常

满意。 

侯亮是宁夏班的学员，他现在和同班的 4 位同学在“灵武

市福临盲人按摩店”打工，每月收入 1000-2000 元。在电话回

访中，他信心十足地告诉我：“培训班对我们帮助很大。过去我

什么事都干不了，现在学习了按摩，有了一技之长，以后可以

自己开店。” 

省市 学员人数 抽样人数 接通人数 最终回访率 

吉林省 30 14 12 40% 

四川省 30 11 10 33.3% 

山东省 30 13 13 43.3% 

宁夏 30 11 11 36.7% 

合计 120 49 46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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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野、孙权兄弟俩都是吉林培训班学员，在吉林辽源市久

合盲人按摩院打工，月收入高时能达到三四千元。他说：“老师

讲的非常好，中医基础、解剖学、按摩操作手法，特别实用。

我们哥俩现在不但能自食其力，还减轻了家里的不少负担。感

谢中国红基会凤凰基金给了我们学习的机会。” 

四川省培训班班长苟胜杰、妹妹苟琴瑞培训结束后在成都

郫县德康盲人按摩院工作，月收入 2000元左右。电话中苟胜杰

耐心的帮助巡察员确认班里同学的名字，他说：“校长关注我们

的学习，老师手把手的教大家，使我们掌握了基本的按摩技能。

我们现在有了固定收入，要感谢红基会对我们的支持。”苟胜杰

还介绍说，他和妹妹所在按摩店的老板叫张良平，也是培训班

的学员，这次主要是为了考取按摩师资格来参加培训的，张良

平 26 岁已经开了两家按摩店，雇了 10 人左右的按摩师。苟胜

杰说他很幸运能在这里打工。 

在电话回访的过程中，也有个别学员反映了培训中遇到的

问题，比如有的老师地方口音较重，讲课时听不清楚；有的同

学初次参加学习培训，感觉时间短了些等等。 

四、山东省烟台市培训班的实地考察情况 

为了更深入了解项目执行和盲人受益情况，2013 年 12 月

19 日，我和中国红基会监督办副主任孙春苗、专项基金管理部

部长助理吴丹一起，组成督导组，对山东省烟台市培训班进行

了实地考察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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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上午，我们与烟台市残联、烟台市盲协、培训班的授

课老师以及部分学员举行了座谈会。对于“千手相助·盲人按摩

培训与安置工程”的开展情况，项目承办机构负责人朱清毅（烟

台市盲协主席、烟台市开发区残疾人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做了

全面详细的汇报。督导组与列席学员进行了逐一沟通，详细询

问了培训中的相关细节，认真听取了相关意见和建议。督导组

还查看了培训班的台账明细，并对盲人学员的宿舍和教室等进

行了实地查看。 

 

 

 

 

 

 

 

 

图 1 承办单位的资质证书和部分培训教材 

（一）培训班的款项使用情况 

烟台市培训班的培训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15 日——2013 年

10 月 15日，其中理论教学两个月，实习一个月。培训地点为烟

台市残疾人康复培训中心，场地由烟台市残联免费提供。该项

目得到了烟台市残联的大力支持，学员住宿、水电费、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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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共计 36000 元（20 元/人/天*30 人*60 天），由烟台市残联承

担。 

台账显示，2013年 7 月 25日，烟台市开发区残疾人职业培

训学校收到中国盲协拨付的 96000 元项目首期款（见图 2）。目

前实际发生的各项费用及应交税金共计 101580元（见图 3）。 

 

 

 

 

 

 

 

图 2  中国盲协拨付的项目首期款 

 

 

 

 

 

 

 

图 3  培训班的各项费用开支 

通过询问得知，中国盲协拨付给该学校的项目总款为 1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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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4000 元/人*30 人），目前只拨付了首期款 96000 元（项目

总款的 80%），二期款尚未拨付。 

（二）走访就业、创业学员的情况 

督导组走访了烟台市残联按摩中心，看望了在该中心就业

的四位学员（牛占国、张甜甜、车晓伟、王金毅），学员们说这

里环境比较好，能够实现自食其力，而且大家过去是同学现在

是同事，相处起来很愉快。 

 

 

 

 

 

 

 

 

图 4  巡察员赵秀梅（左）看望在烟台市残联按摩中心就业的张甜甜 

19 日下午，督导组来到烟台市莱阳市梨园小区附近的一家

姐弟盲人推拿店。这家店是由培训班学员任巧玲和弟弟任海洋

一起创办的。10月中旬接受培训后，姐弟二人 10月下旬就自主

创业开办这家姐弟盲人推拿店。姐姐任巧玲从此不再围着灶台

转，有了自己的收入和事业；弟弟任海洋 9天后即将举行婚礼。

督导组去的时候，弟弟任海洋正在给客人推拿，他的未婚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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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采购嫁妆了。姐弟俩都笑容满面，一身喜气。姐姐任巧玲说，

自己开这家店，莱阳市残联资助了 2000元，房东也在房租方面

也给予了优惠。现在冬天冷，客人少一些，加上他们现在刚起

步，每个月现在收入 2000多元。等将来天气暖和了，生意好了，

他们再扩充一下店面，多设几张按摩床，争取吸收其他盲人学

员的加入。 

 

 

 

 

 

 

 

 

图 5  实地查看莱阳市学员任巧玲姐弟创办的姐弟盲人推拿店 

20 日上午，督导组冒雪来到了学员徐喜广在莱山区初家村

创办的推拿店，店面虽小，但生意不错，每个月有两三千元的

收入。徐喜广说，原来自己在家无所事事，参加这个培训班后，

学到了手艺，而且老师培训的好，教学也认真，经常下了课还

在给学员们耐心答疑，他们很感动。培训结束后，自己就创办

了这家按摩店，未婚妻是健全人，能帮他打扫卫生、收钱，儿

子就在烟台市区工作，而且他现在还经常和培训班的同学联系，



- 9 - 

感觉非常知足，对生活充满希望。 

 

 

 

      

 

 

 

 

图 6  巡察员赵秀梅（左）来到学员徐喜广创立的推拿店 

督导组又来到莱山区前七夼的“小崔推拿足疗”，学员刁晓

良在这里工作。刁晓良还有一点微弱的视力，他抓紧一切时间

学习知识、复习功课，他的积极开朗和勤奋好学，给督导组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督导组向店主问询了刁晓良的工作情况和生

活情况。店主反映，刁晓良工作认真，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每

个月收入 3000多元。店主给刁晓良安排了独立的房间，房间里

有收音机、盲人专用放大镜、安装了盲人专用软件的电脑。应

督导组的要求，刁晓良为我们演示了启动电脑、听培训录音、

复习教材内容的全过程，介绍了他的学习体会和对人生的积极

态度，这让督导组非常佩服。刁晓良说，自己 16岁就查出眼睛

有问题，属于不可逆的视力逐渐衰退，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决

心要努力赚钱，将来要独立养活自己，但之前做小本买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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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打工，几乎没赚到什么钱，幸亏有这次培训机会，老师又教

得好，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谋生之路，爸妈也能放心了，他非

常感恩。 

 

 

 

 

 

 

 

 

 

图 7  学员刁晓良演示如何操作电脑来复习课件 

总体来看，本次实地督导随机抽查的盲人学员就业和创业

情况比较好，学员们的精神面貌也令人鼓舞。督导组认为这次

培训班办的非常成功。 

五、成绩、问题与建议 

（一）项目取得的成绩 

1.实现了项目预期目标 

2013年凤凰基金“千手相助·盲人按摩培训与安置工程”项

目，在四川、宁夏、吉林、山东 4 个省份展开，通过电话回访，

各省学员均反映效果很好。培训班立足于培训、考核、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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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预期目标。有 85%以上学员经过培训，通过了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取得相应的初级或中级职业

资格证书，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还有相当一部分学员自

己创业开店。 

2.办班质量显著提高 

通过与 2011 年的 13 期培训班相比，巡察员感到本期培训

比以往更加规范，培训质量也有所提升。参加培训学习的盲人

平均年龄比以往大，以 30-40 岁居多，这个年龄段的学员求知

欲望、就业意愿都比较高。在电话回访中，很多学员都能说出

所学课程内容。 

各省培训班结合学员的实际情况，增加了一些附加课程，

如：心理康复、定向行走训练、盲文课程及电脑应用、中医学、

正骨手法、临床典型案例以及残疾人创业指导。这些课程对于

今后提升办班质量很有启发意义。 

3.培训班开阔了盲人的思路，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本次实际督导中发现，培训班的盲人学员大都是家境贫困

的视障者，培训前在家里接触社会不多，往往内心沉闷、思想

消极。通过参加培训，不仅在就业和经济方面有明显改善，也

接触了其他患有视力障碍的人群，增加了共同语言，通过一段

时间的共同学习和生活，学员之间都成为好朋友，互相鼓励、

互相帮助，各自就业后也通过学校制作的通讯录保持长期联系，

他们的心理状态也逐渐变得开朗阳光，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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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向上了，可以说，生活质量较培训前有了明显提升。 

（二）督导组发现的问题及建议 

中国盲协与中国红基会的协议约定是每名资助学费 4500元，

但中国盲协拨付给具体承办单位的资助学费为 4000 元/人，资

助学费相差 500元/人。督导组提出如下建议： 

1.中国盲协应就 500 元/人资助学费差额给予说明，并提交

相关依据。 

2.在今后的合作协议中，建议约定项目执行费用比例的上

限，并将项目预算作为协议附件。项目结束后出具费用明细的

决算报告（须加盖各承办单位公章），决算中如有超出预算部分，

由项目执行方负担。 

（三）项目执行单位提出的问题与建议 

山东省烟台市盲协主席、项目承办学校校长朱清毅，根据

项目执行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几点很好的建议，督导组认为非

常切合实际，供今后完善项目参考： 

1.大部分盲人为中途失明，未学习盲文，接受培训受到一

定限制。比如做学习笔记、阅读教材成为他们的学习障碍。建

议在今后的盲人培训中，增加盲文的培训内容。 

2.考虑到初级班的水平难以直接上岗就业，建议培训能将

初级与中级班培训相结合，这样有利于提高就业率，增强培训

效果。 

3.建议增加创业指导培训，包括《残疾人心理康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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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激励培训》等，帮助他们建立信心、融入社会和自主创业。 

4.经费比较紧张，建议适当增加培训费用，以便于更好的

开展培训工作。 

5.由于培训款项的拨付需要以提供税务发票作为前提，承

办方需要按照资助款的一定比例缴纳税金，承办方希望中国盲

协与相关部门协调解决，让善款最大化的惠及盲人学员群体。 

 

 

 

 

 

 

 

 

 

 
 

 

送：总会领导、中国红基会理事、监事、监督委委员、社会监督巡察员 

发：会领导、各部门、凤凰基金办公室、中国盲人协会、烟台市残疾人

联合会、山东省烟台开发区残疾人职业培训学校、吉林省残疾人职业技

术培训中心、宁夏爱德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绵阳市按摩师职业培

训学校 

                                              共印 20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