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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项宪法原

则，也是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更是

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平等和非歧视原

则是人权法的基础和核心。何为平

等？何为歧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

条件下，人们有不同的解读和理解。

这种关于人权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形

成一种权利意识和权利文化，影响着

人权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制定、

修订和完善保障人权的法律只是一个

相对容易的环节，改变社会文化，形

成尊重人权的社会共识和社会行动，

是更为重要、更为关键也是殊非易事

的任务。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文化离不

开人权教育，人权教育面向政府官员、

执法和司法人员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

所有人。同时，关于教育，古今中外

的一个共识是，最有效的教育应该是

“从娃娃抓起”。将人权教育纳入中小

学教育意义重大。人权教育绝不仅仅

是专门设立一门人权课程或者编写一

本人权教材，更重要、更有效的做法

是，将人权教育的精神和内容融入到

中小学教育的全过程，融入到各个课

程当中，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

方面体现人权的精神、原则和内容。

中小学人权教育的重要方面是教

材建设，教材可以直接传授人权精神

和内容，更应该以多种形式、在细节

中间接传递或者体现人权。比如，教

材中的插图是不是体现了男女平等原

则，插图中的男孩、女孩数量及比例

是不是大致相当。

广义的教材，包括重要的教辅材

料。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的著名出版社，

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

始。100多年来，它逐步发展成为现
当代重要的出版和文化机构。现在，

根据国家设定的教育标准，商务印书

馆出版了成套的“新课标必读名著”，

意义非凡。其中叶圣陶先生所著的童

话集《稻草人》是其中一本。① 
叶圣陶（1894—1988年）是中

国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

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儿童文

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

荒者。他和他的作品对于中国教育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童话集《稻草人》

是叶圣陶的代表作之一，影响了几代

中国人。现在出版的这一版本收录的

是他上世纪 20、30年代的作品。
笔者在高度评价童话集《稻草人》

的同时，也对其中一篇作品深感忧虑。

因为，从我们今天的人权视角来看，

它并不能传递正确的人权观念。因为

它是“新课标必读名著”中的篇章，

所以这种忧虑尤其令人不能释怀。本

文即从新的保障残障者人权的角度对

这篇题为《瞎子和聋子》的童话进行

分析。

通常中文的正式场合，我们使用

的术语是“残疾人”，包括联合国的

《残疾人权利公约》、中国的《残疾人

●  柳华文

在教育中传递正确的残障者权利观
——围绕一篇叶圣陶先生新课标必读作品的分析

叶圣陶

人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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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法》、中国的《国家人权行动计

划（2012—2015年）》等。我们遗憾
地发现，我们的语言是在指称残障者

这个群体时总是陈旧和歧视性的。叶

圣陶先生的文集《稻草人》中有“瞎

子”、“聋子”、“跛子”、”残废”的用语，

生活中我们还能听到“瘸子”、“哑巴”、

“畸形”、“神经病”等以身心功能上

存在的问题来指代整个人的情况。“残

废”一词的偏见和歧视意味特别明显，

“残疾人”这一官方用语也在字眼上

透出“病人”的意味。我们实在难以

找出一个客观中立同时又包含平等和

尊重含义的新词。相对来说，我国台

湾地区法律中所使用的“残障者”一

词负面意味少得多，也正在为越来越

多的人使用。本文中“残障者”与“残

疾人”具有同样所指。② 

一、《瞎子和聋子》

的基本内容和宗旨

《瞎子和聋子》的故事大概是这

样的。说有两位残障者，一位是瞎子，

一位是聋子。瞎子自小就是瞎子，没

有看见过一丝光亮。聋子自小就是聋

子，没有听见过一丝声音。他们都认

为自己是全天下最不幸的人。瞎子

认为能让自己看见是最大的幸福，聋

子认为能让自己听见可谓是毕生的追

求。两人正好打算对调一下：瞎子愿

意成为聋子，聋子愿意成为瞎子。结

果，经过努力，两人终于达成所愿，

实现了对调。结果呢？瞎子变成聋子

可以睁眼看世界后，发现看见并非美

好；聋子变成瞎子可以双耳听世界时，

发现所闻也是难听。可是想变回去已

然不可能了，他们两个本来就不幸的

人，只落得更加凄惨的结局。

故事之后，出版社的编者加上

了“成长启示”：“文中说：‘无论什

么人总觉得自己最苦，人家都比他快

活。可是到了人家的

境地，仍然觉得世界

上最苦的是他自己。’

这就告诉我们：要摆

正自己的心态，正视

自我，不要人为地放

大自己的不幸与不

足。” ③

可见，这篇 1922
年 4月 10日刊于《儿
童世界》第 3 卷第
1期的童话，宗旨不
在于写残障者权利问

题，只是借两位残障

者讲故事，说明一个

道理：要立足现实，

正视现实，不要此山

望着那山高，不能客

观地认识自己。

时至今日，我们

再看这篇故事，却不

得不关注其中涉及的

残障者形象以及残障者人权观的问

题。

二、文中对残障者的歧视性描述

（一）两个残障者的出场

《瞎子和聋子》的开篇是这样写

的：“一处地方住着两个残废的人。

大家说他们俩很可怜，他们俩也自以

为很可怜⋯⋯”④ 
文中对瞎子的描述不乏饥讽，描

写瞎子的语句是：“他是原先有眼球后

来瘪了的，还是原来就没有眼球的，

大家没法知道。只见他两条眉毛底下

乌溜溜的两个圆坑，陷得很深，要是

他朝天躺着，可以倒两杯水在里头。”⑤

描写聋子的的语句是：“他的容貌同

平常人一样，可是人家一同他谈话，

他就露出破绽来了。他看见人家的嘴

朝着他动，就把耳朵凑过去，右边的

耳朵听不见，转过头来用左边的耳朵

听，还是听不见。这当儿他的嘴不

自觉地张开了，眼梢起了无数皱纹，

脸上似笑非笑的，显出一副尴尬模

样。”⑥ 

在该文中，不仅有对残障者的挖

苦，还写有残障者自身的自卑和自怨。

其中关于瞎子这样写道：“他十分羡

慕有眼球的人，更加怨恨自己的残疾。

他说：‘⋯⋯我是世间最苦的一个了，

不如一只青蛙一只飞蛾⋯⋯’” ⑦关于
聋子的写法是：“他十分羡慕耳朵不

聋的人，更加怨恨自己的残疾。他说：

‘我是世间最苦的一个了，不如一只

蝴蝶一条小鱼⋯⋯’” ⑧

（二）两个残障者的遭遇

在两个人找到了神奇的风车，实

现了残疾对调之后，文中原来的瞎子

叫新聋子，原来的聋子叫新瞎子。结

果，新聋子面对的是周围人的嘲弄，

瞎子和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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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他想：“没想到世界人有这样

叫人受不了的笑容！他们这样笑无非

表示他们是健全的人，幸福的人，所

以值得骄傲。难道我们这样的残废

的人，不幸的人，就应该感到羞耻

么？”⑨可惜，叶老没有顺着新聋子

的质问往下走，而是描写他们如何落

荒而逃，为自己对调的想法和行为承

担可笑的后果。

新瞎子也没例外，面临的是同样

的处置和待遇：“这时候，新瞎子已

经听见这些人在说些什么了，这在他

是新鲜事儿，所以听得格外用心。这

些人用俏皮的声调取笑他们俩说：‘真

是奇闻，瞎子变成聋子，聋子变成瞎

子，可是总逃不了是个残疾！你看，

一个牵着一个，攒着眉头，侧着耳朵！

多丑啊！’” ⑩

在描写新瞎子的不幸时，文中也

顺带挖苦了一下老年人：“他听见有

好多人在喘息，而且都是老年人。吁

吁的呼气，好像一下一下地在挤许多

已经破了的皮球，还夹着彼此响应的

咳嗽声。”11

（三）两位残障者的结局

初始的不幸并没有结束。新聋子

在文中第二次出现了令人振奋的话，

他对新瞎子说：“不要互相责备吧。

咱们的快乐就在咱们的希望里边。只

要往前走，希望你能听见可爱的声音，

我能看见可爱的事务。”12如果这是一

个全文的一个转折，或者也是作者的

态度，就是非常好的事情了。可是，

这句话并不体现全文的宗旨，该文要

说明的只是不满足、不接受自己的现

状、对调成别人的状态后仍然会是最

惨的。因此，在说完这句话之后，作

者给他们安排了又一次视觉和听觉上

的刺激和打击，让他们耳闻目睹生猪

被宰的悲惨。

故事最后一句是：“他们凄惨地

站在那里。新聋子掩住了刚能看见的

眼睛，新瞎子掩住了刚能听见的耳朵。

两个人都不敢放手，永远不敢放手，

因为神异的风车不能帮助他们恢复原

状了。”13 
这就是结局。两个本已不幸的，

陷入绝望的凄惨的境地。关键是，对

于原来的状态，两个残障者主观感受

是不幸、是不满；对于新的状态，虽

然有所得，亦有所失，仍然是不幸、

是不满，甚至似乎是更加难堪、更加

难以接受。这样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

残障者以自己的能力上、器官功能上

的不足为不幸，甚至是难以改变的不

幸。同时，作为第三方的作者又向读

者、特别是中小学生们传达什么信息

呢？同样，残障终归是一种不幸，是

可悲、可怜、凄惨的。

（四）书中插图

笔者看到的商务印书馆的这个

《稻草人》版本中配有插图，而且同

样的图分彩色和黑白出现两次。画面

上，新聋子和新瞎子弓身弯腰，形象

尴尬、猥琐、凄惨、惶恐，而围观他

们的人则是行正站直，五官端庄、健

康、阳光。这是什么样的对比？

彩图底下所配的文字是：“新聋

子、新瞎子走到哪儿，哪儿就引起一

阵纷扰。这些人对他们俩指指点点，

脸上现出轻蔑的笑；嘴唇都在动，说

的都是些嘲弄他们俩的话。周围都是

奚落的脸色。聋子拉着瞎子，瞎子推

着聋子，他们俩一个推一个，跑得马

一样快。” 14

以上种种，都是对残障者的歧视

的写照，这同时又是歧视产生的对残

障者进行污名化的实例。这种歧视现

象在生活中并非罕见，在作者所处的

年代就更是如此了。但是，这些出现

在今天的“新课标必读名著”中，如

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则可能传递一

种针对残障者的歧视性的文化。

三、新的残障者权利观

人与人，在外貌、性格、健康状况、

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等许多方面，会

有种种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

的，这就是他们的人格和固有的人的

尊严。

残障者因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可

能会有一些不便，与所谓的健康标

准相比，会有差距，但是残障者并

不需要与他人或者这样的健康标准

进行比较而存在。他们可以有自己

的价值观、健康标准，可以自己适

应周围的环境，同别人一样自尊、

满足、建立人际关系、与社会互动、

正常地生活或者工作。一句话，他

们也可以是常人。

因此，没有必要用一个统一的所

谓健康标准或者残疾标准一概或者总

是给某一个人群贴标签，使他们随时

随处承受这种比较带来的不利，这种

标签带来的不完整、不完美、不正常

的刻板印象或者评价。

残障者在她或者他适应、适宜的

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就是普通人，就

是“达标”、完整、完美的正常人。

他们不需要自卑和惭愧，不需要同情

和安慰，他们与众人平等。同时，他

们也不一定要通过“身残志坚”，来

证明自己的成功、自己与他人“一样”。

笔者认为，归结起来，残障者人

权观有以下几个基本内容：

首先，要将残障者当人看。每个

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其人格尊严必须

获得尊重。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

平等的，这也是非歧视的根据，是所

有残障者权利的基础和本原。因此，

残障者是权利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帮

助和救助的对象。

人权教育
责任编辑：陈慧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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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将残障者当常人看。残

障者也有自己正常的生活，她或者他

不需要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证明自己

的完整性和独立性，除了个别权利的

行使可能有困难以外，他们可能在绝

大多数权利的享有和行使上与他人无

异。因此，并不需要不必要地将他们

隔离、区别对待，在教育、就业和生

活等许多方面，应该尽可能地让残障

者以融入的方式充分地参与。2008年
9月 6日，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克雷文在
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的致辞说得非常

好：“你将会发现，那些你本以为存在

于世上的差别其实远非那么明显。” 15

第三，要将残障者当残障者看，

即基于残障者的具体情况，为其提供

必要的帮助和便利。这种帮助和便利，

与其他身心健康的“普通人”在必要

时所需要的社会保障和帮助可以具有

一样的性质，是国家和社会对于公民

合法需求的一种保障和满足。

2008年生效的联合国《残疾人
权利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

全面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国际法律文

件。中国同年批准了这个公约，成

为缔约国。它在序言的开篇即申明

“回顾《联合国宪章》宣告的各项原

则确认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

尊严和价值以及平等和不可剥夺的

权利，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

基础”，在序言的结尾时说“深信一

项促进和保护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

全面综合国际公约将大有助于在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改变残疾人在

社会上的严重不利处境，促使残疾

人有平等机会参与公民、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生活”。

同样于 2008年修订的中国《残
疾人保障法》第三条中第二款规定：

“残疾人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受法

律保护。”点明了残障者权利的基础。

第一款正面规定：“残疾人在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

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第三

款从反面进行禁止性规定：“禁止基

于残疾的歧视。禁止侮辱、侵害残疾

人。禁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

方式贬低损害残疾人人格。”《残疾人

权利公约》和我国立法体现了新的残

障者人权观，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发

扬光大的。我国法律中注意到了大众

传播媒介的特殊作用，其实教育部门

也是如此。

四、结语：消除对残障者的歧视

笔者实在不想苛责叶圣陶先生的

权利观和他的文字，他是借着两位残

障人说事，希望讲一个与残障人本身

并无必然联系的人生中的道理。但是

时至今日，实在不能让孩子们阅读的

文字中体现这样的权利观，因此，借

着叶老的童话，意在申明今天我们所

主张的更为正确的残障者人权观，希

望重塑权利文化，消除对残障者的歧

视，实现人人平等的基本权利。

实际上，教育工作者已经致力

于向学生传输正确的残障者人权观。

比如，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
版了“北大基础教育文库”之“新

公民读本”。杨东平先生主编的《新

公民读本（小学卷）》C册中，第二
课是“同在一片蓝天下”，其中提

到了我国目前生活困难的人群，其

中包括残疾人。虽然书中提到他们

多数人生活困难，但是没有传播相

关的偏见或者刻板印象。配图中有

盲童快乐读书的场景、残疾人参加

就业招聘会和盲人快乐通过盲道的

场景，还专门提供了一个实例，即

1986年 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
四套人民币开始使用具有盲文币值

的货币，相关技术后来又被其他国

家相继采用，说明国家和社会可以

为残障者提供的关注和关爱。

残障者是我们社会不容忽视的

成员，我们要尊重他们，关爱他们，

让他们同大家一样生活和发展。为

此，中小学人权教育中要有相关的

教育内容，传播正确的残障者人权

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

所所长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

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注释：

①闻钟主编、叶圣陶著 ：《稻草

人》，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

②英文中同样面临这样的困难，

也许说明新的人权观面临的挑战是

世界性的。一般认为，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要比 disabled persons 的措

辞更为中性。联合国《残疾人权利

公约》 英文版就使用了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这个措辞。

③叶圣陶：《稻草人》，第105页。

④叶圣陶：《稻草人》，第95页。

⑤叶圣陶：《稻草人》，第95、96页。

⑥叶圣陶：《稻草人》，第96页。

⑦叶圣陶：《稻草人》，第96页。

⑧叶圣陶：《稻草人》，第96页。

⑨叶圣陶：《稻草人》，第101页。

⑩叶圣陶：《稻草人》，第101页。
11 叶圣陶：《稻草人》，第103页。
12叶圣陶：《稻草人》，第104页。
13叶圣陶：《稻草人》，第105页。
14叶圣陶：《稻草人》，彩页图5。
15《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克雷文

在北京 2008 年残奥会开幕式上的

致辞》，引自新华网 ：http://news.

xinhuanet.com/olympics/2008-09/07/

content_9817404.htm，访问时间 ：

2014 年 10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