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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眼”

“我平时胆子小， 不敢用盲杖， 单
元楼里的电梯都没怎么碰过， 导盲犬
就好像我的一双眼睛。” 吕付患有先天
性视网膜脱落 ， 8岁时就已经完全失
明。 2008年， 她 “看” 了一部讲述导
盲犬故事的电影 《导盲犬小Q》， 被电
影中的小Q所打动， 便萌生了想要申
领导盲犬的念头。

2012年，吕付在中国导盲犬大连培
训基地报名申领导盲犬。 这是我国内
地第一家在导盲犬的繁育、培训、应用
等方面提供专业性指导的公益机构。

据该基地资深训导员王鑫介绍 ，
一只导盲犬的训练成本达20万元， 训
练时间需要一年半以上， 经过单项考
核、 专项考核、 综合考核以及安全考
核等后， 犬只淘汰率达到70%至80%。
达标的导盲犬都是没有攻击性的品种，
且三代都没有攻击人的记录 ， 所以 ，
正常情况下 ， 不会出现导盲犬惊扰 、
攻击他人的情况。 如果导盲犬长期不
出门， 不仅技能会下降， 信心、 身体
素质也会下降。

“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合需要带
什么， 每个地方和场所的规定不同，一
般需要使用者的残疾证，以及导盲犬的
工作证、毕业证等。同时，导盲犬出门要
穿戴好工作服、导盲鞍。”王鑫说。

经过7年漫长而焦灼的等待， 今年
3月， 吕付得到了导盲犬的使用名额。
她随即乘飞机前往大连， 在基地与导
盲犬艾薇磨合训练了6周后， 带着全家
期盼已久的新伙伴回到了合肥。

“磨合训练包括理论和实践两部
分， 比如鞍具、 链子的使用， 配合行
走姿势 ， 以及上公交车找座位等细
节。” 吕付说， 训练和考核结果如果不
合格， 视障者是带不走导盲犬的。

艾薇是一只香槟色的拉布拉多犬，
经过近两年的训练， 成了一只合格的
导盲犬， 智商相当于七八岁儿童， 可
服役5到7年。

“导盲犬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新希
望， 很多事不用麻烦家人了， 他们可
以安心忙自己的工作。” 吕付介绍， 路
上出现障碍物， 艾薇会停下来， 用身
体挡住自己的脚步以示提醒。 基本的
指令它都能听懂， 也会判断主人说话
的语气， 十分省心。

“很多盲道没办法走， 会有树坑等

障碍物， 导盲犬是我可以放心依赖的
伙伴。” 平时， 吕付带艾薇出门， 会给
它穿上工作服， 佩戴导盲鞍以及护具，
导盲犬证和自己的残疾证等也随身携
带 ， 不过有的司机却不看这些证件 ，
直接拒绝她上车。

“别人的偏见成为另一种
‘不便’”

在江苏泰州，30岁的视障者门球运
动员张魏已经记不得自己就导盲犬可
以出入公共场所的事情解释了多少遍。

“2016年1月， 我刚申领到导盲犬，
每天都会出门 ，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
我都会提前做好准备， 少则解释15分
钟， 有时甚至要 ‘耗上’ 半小时左右
的时间 ， 偶尔还会和对方争论一番 ，
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 张魏说。

有次坐地铁，工作人员让张魏和导
盲犬进入，但是进站以后，她又被保安
请了出来，她只好又请工作人员查阅相
关文件，花费了20多分钟才坐上地铁。

张魏回忆， 自己带着导盲犬坐长
途大巴比较 “痛苦”， 虽然每次都上车
成功 ， 但总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
有一次坐车回家， 司机看到导盲犬，并
不打算让它上车， 车上几位乘客也起
哄：“这么大的狗，上车了我很害怕。”张
魏一时手足无措， 不知该怎么办。

后来， 司机只得征求同车其他乘
客意见， 问大家愿不愿意跟导盲犬同
行。 “好在多数人表示理解， 还有几
位乘客善意地摸了摸导盲犬， 这才化
解了一场尴尬。” 张魏回忆道。

“虽然结果是好的， 但过程多少让
人感觉有点不愉快， 有时候折腾来折
腾去， 浪费出行时间和办事效率。” 张
魏说， 原本以为导盲犬陪伴出门让出
行变得方便， 但很多人的偏见却成为
另一种 “不便”。

“导盲犬能陪伴我的孩子， 也给家
庭带来了很多方便。” 在张魏看来， 相
关政策在慢慢完善， 她希望政府能多
采取一些措施， 线上线下多宣传， 让
公众知晓导盲犬和相关政策法规， 这
样能免去不少麻烦。

“不想每次都通过投诉来解
决问题”

4月中旬发生的一件事情， 让北京
的年轻视障者徐漠溪 （化名） 至今都
很生气。

当天， 徐漠溪带着导盲犬呆萌乘
公交车去盲文图书馆， “当时前面没
有人排队， 呆萌带着我上车， 刚要抬
腿， 司机立马关上了车门， 我本能向
后退了一步 ， 直接退到了马路牙子
上。” 徐漠溪回忆。

司机什么也没说就把车开走了 。
后面又来了一辆车， 司机直接说， 狗
不能带上车。 徐漠溪解释， 自己牵的
是导盲犬， 按照规定可以上车。

“如果你的狗能上车， 前面那一辆
车你怎么不坐啊 ？” 司机反问道 。 这
时， 车站管理员也过来拽着徐漠溪的
胳膊， 不让她上车。

“我经历过多次被拒载的情况， 每
次都让管理员给领导打电话， 最终他
们允许我上车。”

这次也是一样， 经过确认后， 徐
漠溪成功上了车。 到了第三站， 上来
了很多人， 安检人员大喊： “车上有
狗， 咬着人我可不负责啊！”

这引起了一小阵骚动， 有乘客嘀
咕： “怎么让狗上车啊？” 当安检员第
二次强调导盲犬会咬人的时候， 徐漠
溪坐不住了， 她向安检人员和乘客解
释： “导盲犬没有攻击性， 你作为工
作人员， 说话要负责。”

下 车 后 ， 徐 漠 溪 进 行 了 投 诉 。
“每次投诉完以后， 车队都会打电话做
回访。 很多时候对方会口头承诺， 要
对司机惩罚并且教育， 有的人态度倒
是很好。” 徐漠溪说。

有时候，她甚至觉得自己人身安全
不能得到保障。“如果心理不够强大，抗
压能力不强，真有可能会崩溃……”

“有一年冬天 ， 我打车一个多小
时， 才碰到一个愿意带导盲犬的司机。
还有的地铁线路要求导盲犬戴嘴套 ，
其实戴嘴套不利于导盲犬工作。 不想
每次都通过投诉来解决问题。” 徐漠溪
表示， 自己每天上下班、 逛街、 买东
西、 送孩子上学等都需要导盲犬， 她
甚至一度怀疑， 公共场合拒绝导盲犬
的行为， 是对残障人士的 “软歧视”。

相关法规细则亟待出台

记者了解到， 许多国家成立了导
盲犬协会。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免费
使用导盲犬是视障者享有的一项社会
福利。 美国、 英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家的合格导盲犬数量远远
超过中国， 在这些国家， 导盲犬地位

很高， 可以出入任何公共场所。 据不
完全统计， 至少有30个国家通过立法
保障视障者使用导盲犬的权利。 此外，
日本、 新西兰等国家导盲犬的训练费
用基本由社会募捐而来。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目前的视障
人士超过1700万人， 全国导盲犬的数
量不到200只。

“在中国，导盲犬十分稀少，很多人
在生活中没见过导盲犬，公共场合的工
作人员会对导盲犬产生疑惑，这是正常
现象。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
授王云飞认为， 政府部门应该负起责
任，引导社会各界对视障人群的出行多
一些理解和尊重。 同时，很多盲道等辅
助设施被占用等问题也需要解决。

对于有人反映出租车拒载导盲犬
的问题， 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胡
亚榴表示， 2012年新修改的 《安徽省
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 对导盲犬是
否能乘车没有给出明确规定， 这就给
了出租车拒载的可能。 对此， 法律方
面应该作进一步明确， 便于实践操作
与执行。

合肥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认
为 ， 导盲犬对出租汽车司机们来说 ，
也是新生事物。 “我们倡导驾驶员为
残疾人乘客提供协助的同时， 也在考
虑修订完善行业服务规范， 进一步明
确导盲犬乘坐出租车的相关规定。”

记者了解到， 国内法律规定了视
障者使用导盲犬的权利， 但并没有细
化便于操作执行的相关规定 。 同时 ，
铁路、 民航、 公交、 地铁等部门相关
规定也各有不同， 每个地方也有不同
的法律规定。

胡亚榴指出： 按照常理， 住宿、旅
游、餐厅等交际场所应当都属于公共场
所， 出于对残疾人保护的立法宗旨，公
共场所应作开放性解释，即无明确法律
规定禁止，导盲犬就可以进入。

她建议， 视障者在公共场合受到
不公正待遇时， 首先， 可以向残疾人
组织投诉， 残疾人组织有权要求有关
部门或者单位进行查处；其次，可以依
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对有经济困难或者其
他原因确需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
残疾人，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
院应当给予帮助， 依法为其提供法律
援助或司法救助。

摘自 《中国青年报》

带导盲犬出行何时能畅通无阻
莫让方便变“困境”：

“如果很多人不理解、 不知晓导
盲犬和相关政策， 我们可能很多地方
都去不了。 当我们带着导盲犬出行
时， 就只剩下在马路上走路的权利
了。” 近日， 合肥首只导盲犬遭公交
车和出租车拒载的新闻登上微博热
搜。 等待7年才申领到导盲犬， 新闻
的当事人吕付却遭遇 “被拒 ” 的尴
尬， 增加出行便利的好事反而变成
“烦恼”。

针对此次事件， 合肥市交通运输
局相关负责人也回应，主要是因为他们对
相关规定的宣传还不够深入， 公交企
业对驾驶员的培训教育还不到位。

记者了解到， 虽然很多法律法规
已经对导盲犬亮了 “绿灯”， 但不少
视障者现实中使用导盲犬时并不顺
利。 同时， 年轻视障者和正常人一
样， 有强烈的出行和社交需求， 当需
求无法得到尊重和保障， 他们感到头
疼不已， 甚至觉得出行 “被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