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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区盲道现状调查
摘要：盲道作为我们道路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项设施，它可以体现人性化特征。盲道为残障

人士提供巨大帮助，同时反映了现代的国民素质。我通过实地调查，访问等方式取得相关数

据，并进行了探究，想知道关于城市化建设中关于盲道的建设情况以及市民对盲道的认知程

度。

关键词：盲道，人性化，占用，残障人士

一、相关情况说明

（一）研究背景

盲道是专门为残疾人设计的一种设施，可以帮助他们在看不见的状况下，也

能顺利安全的出行。

然而近日读到一篇报道，山西太原的一段盲道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虽然

这段盲道只有短短的 200 多米，但却多达 35 处 z字形的转弯。我想这段盲道即

使让正常人行走，也难度很大吧。何况是身处于一片漆黑世界的盲人呢！这不但

是对盲人的一种羞辱，也体现了政府部门对于盲道的监管不周，没有让盲人身处

于一个友好的社会中。现在的中国社会对于盲人这类特殊人群还没有形成一个完

善的出行制度。像日本、美国这类国家的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就较完善，而

中国较为欠缺，还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摸索，为盲人创造一个安全出行的环境。

同时盲人对于出行也存在着恐惧，因为社会的管理不周、宣传力度不够，使

他们的出行只能依靠亲友的帮助，若是一个人出行，就会存在相当大的安全隐患。

这其中也离不开中国国民的素质问题，由于对盲人生活的不了解，整体素质不高，

就会带来各式各样的行为造成他们出行的伤害。

（二）问题的缘起

近年来，发生了大大小小对于社会残障人士蔑视的事件，这对于中国社会是

一个大问题所在。中国作为五千年古国，本应是文明之国。但上述发生的弯曲盲

道事件更是对现代社会产生质疑。

在生活中，我也时常观察人们对于盲道是否注意，却发现许多人随意从盲道

走过，也有许多车占用盲道，甚至有商贩就在盲道上摆摊做生意。一次，我的家

人就将车子随意地停在盲道，当我拦住问道，不会对盲人造成干扰吗？他们回答，

哪里有这么多盲人，停一下，没什么关系的。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盲人在马

路上行走，速度十分缓慢，而司机在被迫停下后，却破口大骂。这使得其心态上

也存在着盲点。

此外，很多盲道的建设也存在很大问题，有的盲道建设的弯弯曲曲，或者有

其它设施占用，还有一些根本不明显，对盲人的行走带来极大地困难。

因此我决定利用假期的时间来调查家乡温州鹿城区的盲道建设和管理状况，

了解市民对于盲道的认知程度。

（三）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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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研究只是对盲道建设以及认知程度的质疑，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的

目的也在逐渐改变。从仅仅是简单的调查统计，到结合时事环境综合考虑，从扭

扭捏捏到大方的询问、质疑，在这次调查中，我成长了许多，我的社交能力也得

到了良好的提升。接下来，为了满足对知识的渴望，我还会不断努力，继续深入

调查，并且将自己的学习成果同同学分享，让更多的人了解科学就在我们身边，

一起来关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以及其中蕴藏的现象与原理，提高自己的科学素

养和科研意识。

对于现代社会对盲人无情冷漠的现象，我认为应该做此次调查，，来反应社

会中不和谐的现状，为疑问找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同时，为社会和谐做一点小小

的努力，做到更好的改变与发展，朝更温情人性的社会发展。

（四）实施过程

1、调查实验的方法

此次调查研究主要采用查询文献资料、实地考察、问卷调查、观察记录数据、

数据对比分析等方法。

2、任务链

3、具体实施步骤

放假前，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我做了以下准备：确定调查的范围与方向，

上网搜索相关网站获得信息；在老师的帮助下，我又学会了处理和分析数据以及

确定基本调查步骤与方向。同时，采用问卷网的问卷，通过网络问卷与分发问卷

结合的方式，更为准确便捷。

第一阶段：查找并获取盲道的有关基本数据，以及盲道存在问题和新闻，进

行整理分析，找到主要研究的问题，确定调查的方式。制作详细的问题和发放问

卷，在实地进行调查，蹲点，观察车辆的停放状况，杂物的摆放状况和人流的大

小并记录统计数据。回家后利用 excel 进行数据整合分析，找出现存的问题和思

考改变现状的方法。

第二阶段：寻找其它城市的盲道现状，与温州实地调查搜集到的数据进行比

较分析。联系目标地区的地理因素，将调查数据与环境因素结合分析。寻找盲人

进行访谈，并寻找相关的慈善机构，进行访谈调查，探寻其是否起到作用。

第三阶段：搜集整理研究成果，进行归类和总结，提出思考和建议，撰写调

查报告。并征求指导老师的建议，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后，最终定稿。

二、研究报告

(一)实地调查

据了解，鹿城区有 850多名盲人。然而从资料显示，他们并没有得到良好的

保障。在 2014年初，800多位盲人有了自己的“家”——温州市鹿城区盲人之家。

观察、提出问题 调查、获取数据 思考与分析 撰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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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决定从这里入手开始我的调查。

但实际上在我拜访时，却发现这个地方看起来已荒废许久，门口贴满了广告，

而在窗口探望时，发现里面虽然设施俱全，但布满灰尘。不知这个公益设施是否

起到了真正为盲人集体负责的作用，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有所关注。

接下来我开始针对性的选择了鹿城区的几条主要街道进行实地调查。如下图

所示。

我记录了这几条路上盲道的一些基本情况（调查的距离大约有 400米，在一

个小时内停放的数量）：



5

道 路
在一小时内停放在盲

道上的车子数量
有无杂物情况

划龙桥路 22 摩托车

人民路 29 人流量大，小摊多

汤家桥路 12 摩托车

牛山北路 7 无

温迪璐 27 自行车摩托车

南塘街 24 外卖车、行道树

六虹桥路 17 摩托

学院西路 15 广告牌

锦绣路 28 花盆、摩托车

马鞍池西路 26 报亭

人民路 29 小摊贩，外卖车

民航路 18 自行车，外卖摩托

惠民路 6 泊车标志

飞霞南路 26 报亭，自行车等

飞霞北路 13 摩托车

江滨西路 16 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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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地调查，我发现了许多存在的问题。

例如，在南塘步行街上是没有盲道存

在的，若旁边的这条也算作盲道的话，

那么太不符合规定了，这充其量也只能

算是装饰物。走上去没有任何与旁边道

路不同的触感与花纹，试想一下，若是

盲人走在南塘街道上，没有任何的辅助

设施，他们的内心将是多么的慌张与恐

惧。而南塘街作为我们城市的一大风

景，却有这样的错误，何尝不是一种对

城市形象的抹黑呢？而我在各类专业

资料中查询时，发现步行街的确要进行

无障碍设施，要建设盲道。这更加体现

了有关部门对于盲道的不重视。

在南塘附近另一处道路上，盲道

修的也十分不合理。盲道一边挨着行

道树，（旁边有明显标注出这一块爱

着盲道），也许正常人觉得这么什么

大不了的，不过是挨着一点点了。但

对于生活在黑暗世界中的盲人，他们

是何等的麻烦。常人只需轻轻的一

跨，而盲人便会跌倒，受伤。同时盲

道修得不明显，没有符合黄色的特

点，与正常道路也没有明显分别。甚

至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断裂、破碎的样

子。

正确盲道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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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道上随处可见

摆放着各种各样

的指示牌。

上面表示着温州交警一大

队，说明隶属于政府部门，

然而作为最需要保护残疾

人士的单位，却将公共设

施随意的压在盲道上，更

反映出政府对盲人这个特

殊群体的关注不够。

可以明显的看到，在楼梯

处没有明显的盲道标识。

本身楼梯处对盲人就是极

其的危险，没了标示，更

是雪上加霜。所以这也是

政府的过失之处。望能及

时改善，换盲人一个美好

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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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排

车 子

都 在

占 用

盲 道

还发现了这样的断头

路，盲人若是走上这

条路，最后不是撞在

花丛里，就是撞到垃

圾桶上。这对他们又

是多大的伤害啊

这么复杂的盲道，不

是撞到电箱，就是撞

到电线杆，何况这条

路就是正常人也走

不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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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天的实地调查，我发现各个道路上，车子停在盲道上的现象十分严

重，并且停在盲道的时间较长，有些车子长时间放置，甚至到两三天不移动。而

有些商家将花盆等装饰物放置在盲道上长期不移动。这些现象都反映出了国民素

质较低。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他们方便了自己，但对于盲人是极大的伤害，

当，他们走路时，容易撞到、受伤，所以这种现象要得到及时的管理。

特别是在人流量大的地方，像人民路等道路上，车子停放的多且毫无规章

秩序，虽然现在对于主要干道交警部门有进行管理，但仍然还不不够的，对于盲

道的规章制度管理较少，应该将二者合而为一，将停在盲道上的汽车处以更严重

的处罚方式，使得车主能吸取教训，减少阻碍盲人出行的因素。

而对于盲道上有摊贩的现象，希望工商部门能加以治理，给他们一个良好

的环境能够使他们不再影响盲人的出行。这些摊贩使得街道人流量变大，同时有

大量的人会停滞在盲道的中央，这样盲人在出行中会碰到许多阻碍。一些出售食

物的摊贩还会使得盲道上布满垃圾，这样不但使环境脏乱差，也会使盲人在行走

过程中增加难度，当他们在黑暗中，碰到障碍物时，难以分辨物体的状态，会带

来恐惧感，以及慌乱感，这样极易造成危险与伤害，故提倡建立市场避免这种情

况。

像花盆这类物品应该对商家进行宣传，让他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样对于

盲人的危害性，避免这样的摆放。还有当有人将摩托车停在上面，也应该及时制

止他们，这样既可以是盲道畅通，也可以使自己的店面门口更开放，岂不是一举

两得。而拥有外卖的店铺，不能只是顾着自己的生意便捷，当外卖车停放在外面

时也要注意摆放的位子，不能随意的放在盲道上，为盲人带来麻烦。

花 盆 占

用盲道，

容 易 使

盲 人 摔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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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发现的不得泊车标志，属于银行等公共服务部门，这些部门都应当注

意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也不能使盲人这个弱势群体带来麻烦，他们应当拥有更

大的关注度与权力。

（二）问卷调查

本次问卷我一共发放了 300 份，一共收回 222 份。

关于盲道的访问

Q1:你的年龄

Q3:你听说过盲道吗

Q1：在此次调查中，我加入年龄的

设置，也是希望调查出各个年龄段

对盲道的认知情况，方便针对各个

阶段的年龄设计方案，更好地宣传

盲道的宣传知识。像学生，可以进

行学校开展相关活动，宣传盲道。

而成人，可以利用相关社区活动进

行宣传，培养避让盲道的意识，将

盲道的相关知识放在社区宣传栏

中，方便让人们了解。也可以让政

府与银行等地方合作，进行知识问

答等形式宣传，对于有意识的市民

给予一定的奖励。

Q3:对于盲道知道的程度是较高的，

达到了 90％，但是这个知道的程度

不知道是多少。有可能一些只是简

略的了解，或许另一些人只是听过

这个名词，所以我进行接下来深入

地调查。但是这个回答的结果令人

意外，总的来说，人们的脑海中还

是存在盲道这个名词的，这对于接

下来开展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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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你知道盲道的作用吗

Q5:你平时会特别注意避让盲道吗

Q6:你见过有人将杂物(包括车）放在盲道上吗

Q4:从这个调查中发现大多数的人

还是知道盲道的作用的，大多数人

了解这是为残疾人士提供帮助的，

但也有少数人不知道这个现象，虽

然这个调查中显示不知道的人数，

但对照温州市的总人数，发现这还

是一个不小的漏洞存在，更体现了

宣传的重要性。

Q5:从这个问题开始我调查了一些

现状，而不是理论知识与思想上的

观念，这个问题带来了不一样的调

查结果。会注意的人数相较于上两

个问题大大减少，当然还存在虚假

的现象，因为根据我平常的经验与

这几天的调查，基本没看到避让的

人，人们将盲道都当成一般道路再

走，根本没有避让意识。或许有人

会说反正没有盲人在走，我走一下

有什么关系，但现在是树立观念的

时候，如果没有观念，即使有盲人

了，还仍然不会谦让。

Q6:这个问题反映出我们生活中杂

物的现在存在的十分明显。经常存

在杂物在盲道上，而据我现场勘查

状况也发现 ，有很多的商家将东西

放在街道上。这样带来了巨大的麻

烦。并且有外卖的商店会将外卖车

停在盲道上，严重影响了盲道的通

畅情况，希望能够有所注意，因为

不能为了利益，每个商家也应该有

社会责任心，并且对于在他们门前

停放的车辆也应该及时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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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你有见过盲人走盲道吗

Q8：你知道盲道规定的颜色是什么吗

受访人数 222

Q9：你认为盲道对现代化建设有何作用？

Q7：调查情况反映出盲人在盲道上

走路的情况较少，而盲人之所以不

敢走盲道的原因也是因为没有良好

的设施与保障，在随时会遇到危险

的状况下，他们自然就会害怕与恐

惧，则会选择不出行。在公共设施

完备与人民有一定意识后，我也希

望盲人能鼓起勇气行走在这一片蓝

天下。

Q8：对于盲道的颜色大家还是较为

了解的，说明市民对于盲道有一定

的认知程度，现在的问题就存在于，

没有避让盲道的意识存在。同样有

存在错误的答案，也可以反映出现

在盲道的颜色并没有按照规定的程

序来设计建设。所以希望道路部门

引起重视

Q9：盲道对现代化建设有很大的重

要性，体现了人性化，大多数人清

楚这一点。但不能让盲道的建设成

为一项面子工程，这样太过于敷衍，

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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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你认为温州盲道的建设如何？

Q11:你对温州盲道有什么建议呢（摘录几条）

很多盲道由于未及时维护破损严重，而且临近住宅区门口盲道又空档导致盲人无法识别是路口还是小

区经常惹来误会

盲道非法占用多见，国民素质有待提高

加大宣传力度，真正关爱残障人士，车辆不得违规占用盲道

系统规划，科学建设，严禁占用，定期维护，加大宣传

盲道占用问题；比如在红绿灯口播放提示音给盲人通行之类的

还需多宣传，不然很多人不知道道路黄色粗道为盲人准备的。

道路园林建设单位设一个盲人领导

创新盲道：运用电子盲道

不能摆放杂货，比如不能停车，包括警车等公用车

在旁边加上铁栏杆，防止车子停在盲道上

要对盲道物以实用，不要断节，或堆放杂物，充分地利用其功能。还不够多盲道。

对盲道提高重视，在规划，建设，管理多方面进行支持

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去设计，而不是考核者

从调查结果来看，我发现其实大多数人是知道盲道的，对于盲道的作用，也

有所了解，知道主要为盲人这个弱势群体服务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并

没有养成避让和保护盲道的习惯。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也就导致了盲人不能

得到良好的帮助。社会中有许多阻碍盲人出行的因素，因为公民的普通素质还不

高，使得盲道上经常有杂物放置，这对于他们的出行是一大危害。因为我们的设

施没有做到良好的状态，导致盲人现在不敢出行的状态。

从调查结果来看，90%以上的人，对于盲道有相当大的认知度，同时也明白

其有效作用。从问题中可以反映出大多数人是知道盲道的，对于盲道是有一定了

解的。特别在我调查的人群中，学生、教师占大多数，说明这类有知识的人对盲

道还是有了解的，但是没有树立起一个良好的意识习惯，使得在平常生活中对盲

道没有较好地维护。同时在温州的盲道布置率较高，但不合理现象还是有所出现，

如被小汽车压碎的盲道未及时修理，或是盲道建设的不符合规定等，这样的现象

Q10：这项调查反映出温州的

设施不足，存在很大作用的问

题与不足，希望有关部门能及

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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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比比皆是。只求滥，却不求精，就是现在出现的一个情况。问卷的结果表明对

于盲道建设的必要性，大多数人表示了肯定的态度，并且表达了自己对盲人需要

的盲道加强建设的希望。但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政府部门在这方面有待加强管

理。

（三）访谈调查

为了进一步的了解盲人对盲道使用的感受，我找到了市区的一家盲人按摩

店，与老板深入的交谈了一番。通过这次访谈，我有以下几点感受：

1、政府对盲人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在平常生活中，除了盲道之外，没有

其他的利于盲人的公共设施。像在日本，有盲人的红绿灯设备，能帮助盲人有效

的独自走过红绿灯。同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利于盲人的出行。像现在新出现

的斑马线政策，停车罚款。但对于盲道都没有出现。以及宣传力度不够，像在学

校有宣传禁毒，在广场宣传献血，但盲道似乎从来都没有。因为没有一定的宣传，

也是导致公民素质低下，没有习惯的原因所在。

2、公众对盲道的保护意识不强。生活中很多人并不知道盲道有什么用，而

另一部分人知道盲道，却不知道其重要性。这两部分人对于盲人的危害性都是巨

大的。盲人这一话题也应该引起众人的思考，也应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像这位

盲人就不敢自己出行，需要由他人领着走。

可见整个社会对残疾人的关心的不够，关注度不够，不够重视，尤其是出现

了“红十字丑闻”的情况下，因此我更呼吁大家对盲人，对残疾人有一份关心与

帮助。

而我采访的这家按摩院，隶属于五马街道旗下，这其实也是公益为盲人提供

一个就业场所，是慈善性质的。使他们也能靠自己的双手挣一分养家糊口的钱，

为社会奉献一些微薄之力。

注：由于盲人的特殊性，不方便照相，于是我只拍摄了这间按摩院的外观图。



15

（四）发现的问题与我的建议

1.发现的问题

（1）细节方面没有做到位

没有及时对盲道进行维护与修理，很多盲道由于未及时维护破损严重，而且

临近住宅区门口盲道又空档导致盲人无法识别是路口还是小区经常惹来误会。同

时设计者应从盲人自身出发合理设计，为其带来更多的便捷。

（2）公民们对于盲道这一公共设施并没有形成正确的意识

这一现象极为严重，许多人懂的知识，却为树立意识。在盲道上随意停车，

摆放盆栽。见过最严重的，甚至将盲道划做停车范围。这一切的无知，对于盲人

是多大的不安与伤害。

（3）一些政府部门对盲道也没有形成正确的避让意识

我发现在盲道上也有不少国家建设的公共设施，有报亭、电话亭，还有将行

道树种在盲道上的。国家若是没有做好带头措施，那么市民还会有意识吗？

（4）同时盲道的使用率也使人堪忧，因为现代社会中盲人出行的危险性，

盲人自己害怕出行，家人也担心他们出行，所以要做到使用率增加，就要进行好

好管理。

（5）占用清理也要做到持之以恒。不能只是因为一些活动采取一些有力的

措施，进行一些表面上的管理，而是要持之以恒，建立相关部门将这样的清理一

直进行，直到现象杜绝。

（6）政府不能只盲目的建设而不去做好完善工作。只求量多，却不求量精。

应该将重要的盲道设施都建设完善，所以要对重要的街道管理。

2.我的建议

（1）政府应该加大对盲人出行绿色通道的宣传力度，利用全国助残日、国

际盲人日等契机，在全社会普及盲道知识，使无障碍理念深入人心，从而使扶弱

助残的传统美德转化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自觉行动提高国民素质，使得国民用心

关爱残障人士。

（2）政府应该从盲人本身去考虑，为其带来便捷，而不是为了做表面的文

明与友善，真正关爱残障人士。在实施过程中，应借鉴美国、日本、香港、台湾、

北京、上海、苏州、南京等国内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无障碍设施规划理论及成功

建设经验，有针对性地加以参考。符合规范的设施进行改造，损坏的设施及时给

予修复，不便于使用、且残疾人很少活动的区域的行进盲道给予调整

（3）严格管理汽车停放问题，在人流量大的地方，建设大停车场，同时严

格管理，让车子远离人行道，为盲人带来安全保障。

（4）在设施完备的地方系统规划，科学建设，形成一套体系，做好完善的

服务工作。而不完全的地方，科学设计，减少支出，

(5)要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盲道的相关法规是尚未出现，出现一定的

法规，有利于对公民的约束。同时在出现占用等现象时，可以利用法规马上阻止。

同时法规的颁布，也会使得公民对盲道有一定的了解。

（6）在调查中发现的盲人之家，对于这样的公益设施我认为应该长久执行。

但温州的这个地方已经荒废，所以我认为政府也应当拨一定的款，去支援这项公

益活动，或者向社会中宣传这个地方，让社会上的慈善家，爱心人士捐款，给予

他们资助，使他们有一个更好受到保障的环境。同时希望一些企业可以提供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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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盲人，虽然他们的身体有一部分是残缺的，但他们同样拥有长处，希望能给他

们一个机会，通过他们的双手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更好的环境。

（7）同时政府应该加大投入辅助设施，除了基本的盲道之外，还应该建设

盲人使用的红绿灯，以及在车站、机场设置一定的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并帮他们

布置好相关的措施。

（8）政府要多到学校、广场、社区进行宣传，从基本做起，让盲道的知识

和习惯真正植入每一个公民的心中。使得他们的素质提高，也对建设美好社会有

很大的帮助。

（9）建立交通法规，像停车收费，对于违法的人进行罚款处置，让他们铭

记危害性。

（10）我也建议盲人使用盲道，因为他们的使用也会让公民深刻地意识到保

护他们的重要性。

三、活动记录
记录1：调查、获取数据

寒假里我多次到市区各街道做调查、记录数据，回家后导入数据、分析、比

较。整个过程中疲惫不堪，也较为困难，需要不断发掘信息与资料，在拍摄照片

时，甚至会遇到他人异样与怀疑的眼光。拍下一些不合理照片时，也冒着一些风

险。但在我的坚持下，完成了这次报告。

记录2：利用工具进行分析

在这次调查中，我采用了网上问卷的方式，可以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同时

为他人和自己都带来了便捷。这是一种新型的方式，通过它也让我学会了很多。

我懂得利用工具来分析数据，这也是一种莫大的提高。

记录3：报告形成过程

我不断的修改报告，使其更为完美。在这次报告中，也是我不断地精益求精，

坚持不懈获得了良好的品质。

2月16日到20日，上网寻找相关信息，做好前期铺垫工作，寻找访问地方，

调查地方，整理资料，确定调查方向。

2月23日到25日 调查实地，在各个路口蹲点，去记录路口上盲道被占用的情

况，先挑选适当的路段，在进行调查。留下实地证据，以及笔录。

2月27到3月2日 进行问卷调查，在朋友圈里发出问卷，进行采集数据的整理，

并完成比例图，进行数据分析和整理，想出相应的措施。

3月5日到6日 由于上学较繁忙，利用休息日，先想出访谈问题，采访了盲人

的相关状况，并用手机录下采访声音资料，回家后进行整理相关数据。反映出他

们的心声，并将他们的呼吁记录在调查中，为他们想出一些方案。

3月12日到13日 根据老师的建议进行仔细修改。

3月19日到20日进行最后的整理与分析

四、我的感受
在这次调查研究中，我获益匪浅。从一开始的手足无措，到之后的慢慢分

析研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克服了一切困难，完成了一份我较为满意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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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研究中，我也遇到了许多热心人，他们认真完成我的调查，为报告奉献了

自己的一份力。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也很难完成。同时他们也在为社会的一些不

合理现状努力着，希望能够见一个更和谐美满的社会。

在这次调查研究中，我也锻炼了自己的胆量，与他人大胆的交流自己的想法，

使自己变得更勇敢。其次，我在这次调查研究中提高了自己的认识能力、判断能

力和学习能力，增强了求知欲。在今后的学习中，这种求知欲会为我带来极大的

帮助。同时我还获得了地理课堂外的知识，使理论知识与生活融合在一起，真正

为生活带来了便捷。

最后我希望这份报告反映的社会现状，能得到及时的整治。盲人是弱势群体，

他们理应得到更多社会的关爱。虽然有制度使他们得到一定的保障，但爱来自于

人们的内心，只有真心的关爱，才能让他们获得温暖。如果连爱都感受不到了，

这个世界岂非太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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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对于盲道认知程度的调查

欢迎参加本次答题

你的年龄

10 岁以下

10～20 岁

20～50 岁

50 岁以上

你的职业

你知道盲道吗？

知道

不知道

你知道盲道规定颜色为什么吗？

淡绿色

中黄色

紫红色

浅蓝色

你知道盲道的目的吗

增加道路美观性

提醒行人走人行道

为残疾人士提供帮助

你认为盲道对现代化建设有何作用

体现人性化

无用处，现在几乎没有残障人士

不清楚

你认为温州的盲道建设如何

很完美

一般

不大满意

你对温州盲道有什么建议呢

提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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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盲道的访问

欢迎参加本次答题

Q1你的年龄

o 10 岁以下

o 10～20 岁

o 20～30 岁

o 30～50 岁

o 50 岁以上

Q2你的职业

o 、

Q3你听说过盲道吗

o 有

o 无

o 不清楚

Q4你知道盲道的作用吗

o 增加道路美观性

o 提醒行人走人行道

o 为残疾人士提供帮助

Q5你平时会特别注意避让盲道吗

o 会

o 不会

o 不清楚

Q6你见过有人将杂物(包括车）放在盲道上吗

o 经常

o 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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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没有

o 不清楚

Q7你有见过盲人走盲道吗

o 有

o 无

o 没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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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由于我在盲人之家并未找到盲人，于是我找到了一家盲人按摩院去进行调查

访谈。下面用 y 代表我，用 m 代表盲人受访者。

y：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知道盲道吗？

M：知道，但是没走。我们出去都有人带。

Y：那你有走过盲道吗？

M：盲道怎么去走啊？有的时候都放着东西，怎么去走嘛。你看，像温州车

子这么多，电瓶车啊，摩托车啊，都停在盲道上，怎么去走嘛。都会被撞到嘛，

你说我们怎么去走嘛。

Y：你觉得就是出行存在的隐患太大，对不对？

M：我们现在盲道上车这么多，人撞车嘛，没办法去走。

Y：你觉得温州盲道建设的合理吗？你听过有人对盲道进行管辖吗？

M：没有

Y：你觉得温州政府要采取些什么措施吗？

M：政府力度不够嘛，就能不能做到修整盲道嘛。你说温州人素质好也有，

素质差也有，碰到好人，说你盲人过来，就立刻把车子停下去。碰到素质差的人，

就直接把车开开过去，还回头骂你两句。我们有什么办法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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