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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天使基金”农村贫困盲人按摩培训班 

项目检查和回访报告 

 

社会监督员  赵秀梅 

 

为了解“光明天使基金”农村贫困盲人培训班的项目开展和盲

人培训后的就业情况，2010 年 11 月我受中国红基会社会监督办公

室的邀请，对贵州等 10个省/市参加培训班的学员进行了电话回访，

并发布了第 41期社会监督简报。 

但由于当时未收到辽宁、安徽、福建 3 个省项目执行单位上报

的培训班学员名单，所以推迟于 2011年 6月对上述 3省培训班的学

员进行了电话回访，并于 2011年 7月对辽宁抚顺市望花区残联、福

建省盲协两家项目执行单位进行了实地工作检查，召开了项目座谈

会，探访了部分受训的盲人学员，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一、电话回访情况 

（一）辽宁省抚顺市培训班 

辽宁省培训班人数为 30 名。我以随机抽样的方式给 12 名学员

拨打电话，有 7 人接通，其中 5 人表示参加了培训，田野、关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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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因生病住院、身体不便等原因未参加培训。 

由于部分学员电话无法接通，我请接通电话的学员帮助核实了

地方上报的学员名单，他们对名单中 4 个学员的名字没有印象，其

中就包括田野、关英志，这有待实地检查时进一步确认。 

接通电话的学员和家长大部分反映培训效果很好。通过培训，

学到很多按摩技能和相关知识。学员有的已经就业，有的自己开店，

月收入从几百元到 1000多元不等。还有一部分未就业的学员，感觉

培训时间短，希望能参加进一步的学习。 

（二）福建省福州市培训班 

福建培训班人数 30 名。我随机抽取其中 11 名学员拨打电话，

接通电话的有 6 人，全部参加培训。有几位是学员家长接的电话，

他们确认自己的孩子参加了培训班。我请接通电话的学员池承亮帮

助核实了学员名单。 

参加培训的学员在电话中反映，老师讲课很好，对他们帮助很

大。还有学员说由于文化程度不高，自己领悟慢，学习效果不理想，

还想进一步学习。 

（三）安徽省芜湖市培训班 

安徽省培训班人数为 30 名。我随机拨打了其中 10 名学员的电

话，有 3 人接通，3 人均表示参加了培训，办班效果很好，自己已

就业，月收入都在 2000 元左右。学员吴德位协助我核实了 30 名学

员的名单，名单中所有学员均参加了培训。 

据吴德位了解，部分学员已经就业，还有几个开了店。他希望

中国红基会今后给更多的残疾人提供培训学习的机会。学员陈祥表

示，培训班对他们帮助很大，老师们在生活方面照顾得很好，非常

感谢中国红基会。 

学员孙立文的母亲接通了电话，其父亲又打过来电话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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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孙立文已经就业，每月收入 2000多元，减轻了家里的负担，他们

非常满意。 

二、实地检查情况 

2011 年 7月，在中国红基会监督办的组织协调下，我和监督办

主任助理胡星奇一起，对辽宁省和福建省的两个盲人按摩培训班的

组织单位及学员进行了实地走访。巡视组听取了当地残疾人联合会、

盲人协会和盲人按摩指导中心负责人介绍办班的情况，召开了培训

班学员的座谈会，查看了相关账目，走访了学员就业单位，看望了

培训班学员，了解了两地盲人学员的就业情况。 

（一）辽宁省抚顺市培训班 

辽宁省培训班共有学员 30 人，中国红基会按 3000 元/人的标准

给付中国盲协 9 万元，中国盲协提取 10%的项目管理费用后，实际

按照 2700 元/人的标准将其余 8.1 万元拨付给至抚顺市望花区残联

账户。为鼓励学员自己创业，抚顺市残联对每位学员进行了按摩床

等物品扶持 1000元，累计贴补该项目 3万余元。该培训班的共计支

出为 11.8292万元，具体收支情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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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培训班于 2010年 4月 8日正式开班，根据学员身体情况

的特殊性，该班采取分段式教学，于 9月中旬结业。该培训班有 30

名学员，均属抚顺市辖区内家境贫困的盲人。培训地点在抚顺铝厂

宾馆，聘请两位具有按摩经验丰富的老师授课。 

通过培训学习，该班有 14名学员通过了初级按摩师资格考试。

在此基础上，抚顺市残联就业培训中心又组织了为期一个月的中级

盲人按摩培训，这 14名学员全部通过考试，获得中级职业资格证书。

另 16名学员由于自身文化基础弱、学习能力偏低等原因，没能通过

劳动技术等级鉴定考试。 

 

 

 

 

 

 

 

 

 

 

 

 

 

 

 

 

 

2011年 7月 13日，巡视组

来到抚顺培训班学员王贤

(左二)的按摩店进行探访 

抚顺市新宾县南杂木镇学

员高树智在自己家中开了

按摩店，社会监督员赵秀梅

(左一)与其亲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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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培训，部分学员已经就业，有的在按摩店打工，有的在自

家开按摩店，还有的自己独立开店。本期培训班已就业的学员每月

平均收入都在 1000 元左右。我们分别走访了授课老师徐巧玲和学员

王贤、周士凤、高树智、王绍义等所工作的按摩店。 

徐巧玲老师毕业于长春大学特教学院按摩专业，是一位多年从

事按摩、经验十分丰富的按摩师，曾多次获得国家、省市按摩大赛

的大奖。并在 2011年获得第四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盲人保健

按摩第一名的荣誉。徐巧玲在教学的同时，自己还开店从事专业保

健、医疗按摩。培训班学员王绍义由于学习出色，被她留在自己的

店里工作。 

（二）福建省福州市培训班 

福建省盲协为巡视组提供了“光明天使基金”盲人按摩培训班

财务收支表，表中反映：福建省盲协会共收到中国盲协拨付的“光

明天使基金”办班费用 8.1万元，另收到福建省工会支持的 5万元，

累计支出 13.064万元，具体费用明细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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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培训班的开班时间为 2010年 3 月 23日至 6 月 23 日，培

训地点为福州市金鸡山疗养院。培训班的 30名学员，分别来自宁德、

龙岩、三明、莆田等革命老区。培训班为期 3 个月，包括 2 个月的

理论学习与 1 个月的操作实习。培训班的授课安排结合了学员的特

点，有针对性的进行了课程设置，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据福建省

盲协主席王永澄介绍，全体学员经过考试均达到合格标准，获得相

应职业资格证书，就业率达到 98%。 

5 位在福州就业的学员参加了座谈会，之后巡视组到他们的工

作单位进行了实地走访，通过与他们交流，能感受到他们的感激和

愉悦之情。 

 

 

 

 

 

 

 

 

 

三、座谈会上的学员体会 

在辽宁抚顺望花区残联召开的学员座谈会上，有十几位从不同

区县赶来的学员，最远的路程要走几十公里，有的是由家长请假陪

同而来。在座谈会上学员们争先恐后的踊跃发言，用朴实的语言抒

发了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来自东洲区的施乔说：“我没有上过学，但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

学会了很多知识，掌握了按摩手法。感谢残联，感谢红基会”。 

2011年 7月 26日，参

加座谈会的福建培训

班的 5位盲人学员 



- 7 - 

学员王丽萍说：“我自己已经开店，可以供儿子上大学了。但是

我不满足现状，还要努力学习医疗、保健知识，提高技能，为别人

减轻痛苦，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来自抚顺县的曲香说：“培训班使我掌握了一技之长，实现了一

个盲人在人生上的飞跃。我虽然看不到社会的精彩，但是要让人们

看到我精彩的人生。” 

福建省培训班也涌现出很多就业先进典型。福州市很多按摩店

都到盲协来提前预约毕业的学员，希望学员前去工作。有的学员参

加培训后又进一步深造，如罗建英目前在河南洛阳特教学院学习，

正好放暑假，特地来参加这次座谈会。 

学员刘顺兴来自三明市将乐县，他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家境

贫困，是靠政府和社会的救济才使女儿上了学。他完成培训后在一

家按摩店工作，充分应用按摩保健技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

逐渐走出贫困，目前月收入在 1500 元以上。他激动地说：“现在我

有了手艺，有了做人的尊严，我要珍惜这一切，努力回报社会。” 

 

 

 

 

 

 

 

 

 

四、对项目的评价和建议 

“光明天使基金”农村贫困盲人按摩培训班项目，解决了部分

刘顺兴(左一)向社

会监督员介绍自己

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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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就业脱贫的问题，也是他们融入社会、自食其力、回馈社会、

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途径。此项目投资少、收效快、意义大。 

（一）项目执行单位的组织工作较好 

参加培训的盲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家庭贫困经济负担重。出行

不便，很多学员培训前甚至没有走出过家门，内心自卑，与人交流

少。面对这样一个弱势群体，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集中的培训学

习是相当不容易的。当地残联、盲协等项目执行单位为此付出了很

多努力。他们精心制定培训方案，聘请丰富经验的教师任教，做到

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 

由于换了环境，加上视力障碍问题，学员行动、生活多有不便，

项目执行单位安排专人全程跟班，照顾学员的学习及生活起居，及

时解决相关问题，得到大多数学员的认可。 

（二）上报的学员名单不够准确 

我在检查及电话回访时，遇到了学员名单不实、电话无法接通

等问题。 

我根据辽宁省培训班上报的学员名单进行电话抽查回访时，发

现有 4 名出现名单中的学员实际并未参加培训，后来实地检查时共

发现有 6 名未参加培训。对这 6 名学员的情况，项目相关负责人作

了解释：这 6 人因家庭或个人身体状况等原因，无法适应培训班长

期连贯式教学的模式，入学没几天就自行放弃了培训。根据这种情

况，市、区残联及时补充了曲香、梅丽珍、邹康贵、邵广学、冯正

东、刘洪利等 6位学员参加培训。 

在座谈会上，我向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十几位学员宣读了这 6 位

同学的名字，请他们进行确认，其中 5 位同学均得到大家的证实，

一个叫冯正东的学员给大家的印象不深。我们现场打电话给冯正东，

他本人回答自己确实参加了培训，所介绍的培训班情况均属实。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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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组要求抚顺市望花区残联出具了书面的学员变更说明。 

中国红基会社会监督的方式和方法是多样的，工作检查不仅仅

通过电话回访，而且盲人学员大都是家境贫困，不可能人人有电话。

但作为资助方和监管方，我们希望项目执行单位提供的学员名单应

该准确。特别是社会监督员的电话回访等检查工作是在培训班结束

后进行的，项目执行方上报的学员名单、联系方式等理应是核实过

的有效信息。 

根据我对 13个省培训班进行电话回访所掌握的总体情况来看，

有的项目执行单位存在上报学员名单与实际不相符的问题。根据我

们实地检查了解，盲人按摩培训班实际操作确实比较困难，人员变

动在所难免。建议中国盲协和各具体项目执行单位在培训结束后，

将学员变更情况及时书面告之中国红基会。 

 

 

 

 

 

 

 

 

送：总会领导、中国红基会理事、监事、监督委委员、社会监督员、中

国盲人协会、福建省残联、福建省盲协、辽宁省抚顺市残联、辽宁省抚

顺市望花区残联、安徽省芜湖市残联 

发：光明天使基金办公室、安徽省芜湖市盲人学校 

                                                  共印 8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