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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道摆盘精美的素食
在无声中制作出来

18日中午，阳光晴好，透
过玻璃窗，照射进郑东新区一
座商业楼18层的桌面上，一盘
盘精致的美食正散发着香气。

这家今年4月试营业、6
月份正式开业的素食西餐厅，
有一点不一样。

“服务员，拿双公筷吧！”
“服务员，空调开低一点！”
当消费者习惯性用“喊”

或“吼”的方式，寻求餐厅服务
的时候，这家店似乎有点“不
及格”，因为，服务员的应答可
能会“慢半拍”。

然而，当你注意到餐桌上
的小牌牌时，就可能会瞬间理
解，这个牌子上写着：“我们有
听不到您声音的孩子，喜憨儿
式的服务是我们的特色，谢谢
您的支持与鼓励，感恩。”

原来，这家店有超过半数
的工作人员是聋哑人士，他们
有的在后厨，有的做收银，有
的负责传菜，有的则是服务
员。他们的年龄大都在1995
年前后生。

素烧鹅、素猪排、焗蘑菇
……一道道摆盘精美的素食，
在无声中制作出来。服务员
多数时间用微笑代替口语的

招呼，后厨锅碗瓢盆交响曲多
过人语。这一瞬间，时光突然
变得静谧起来。

聋哑人服务员
咋给客人点菜、服务

聋哑人服务员，如何给客
人点菜？如何“听”到客人就
餐时遇到的各种需求？

“现在顾客可以扫码自助
在手机上点餐。”饭店内一位
负责整体协调工作的大姐告
诉记者，此外，服务员也可以
提供iPad供顾客点餐。

“我们中好几位都可以读
懂唇语，手机上也有翻译软
件，把语音转化为文字，帮助
我们与顾客沟通。”24岁的露
颖是餐厅的服务员，通过多年
的刻苦学习，虽然吐字稍微有
点不清晰，但她基本可以与客
人“正常交流”了。

刚到餐厅工作的前三天，
露颖觉得“难熬”，她觉得自己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
是，她很快调整心态，逼着自
己迎难而上。

“越怕什么，就越要面对
什么。”露颖说，以前她非常害
怕开口说话，怕自己说的话别
人听不懂，怕被笑话，但服务
员必须要学会与人沟通。疫

情期间，她和爸爸在家看新闻
联播，看多了，突然有一天发
现自己能读懂播音员的唇语，
这些经历给了她自信。目前，
她适应得很好。

23岁的小华也是一名服
务员，午间，她总是站在大厅
与吧台之间的位置，时刻关注
着出菜速度与客户的招呼。

正在吃饭的翟先生告诉
记者，这位服务员的笑容让人
感觉特别纯真和干净。

想做公益的“80后”男生：
让特殊人群融入主流社会

为何要开设这样一家店？
“缘起就是想做公益。”

“80后”男生“里昂”（网名）告
诉记者，他从小就喜欢帮助别
人，但真正了解公益、理解公
益组织的意义，是博士毕业
后，加入了一个社会公益组
织，参加一些活动之后。开设
这家餐厅，他就有意多招收一
些聋哑人，希望为这个特殊群
体提供更平等的工作机会。
目前，他招收了10名工作人
员，其中，有6名是听力障碍人
士。对于工资待遇，他也在咨
询了残障人士行业内水平后，
开出高出近一倍的工资，此
外，管吃管住，不住的每月补

贴500元房费。
“虽然做了充分的心理准

备，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面
临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里
昂”说，由于耳朵听不到，他们
从小接触到的讯息比常人要
少许多，所以对很多事情的理
解能力也有限。就像手机的
内存，有的自带内存小，运行
起来就相对缓慢。

顾客点2个比萨，最后可
能只上了1个；A桌点了个意
面，有可能上到了B桌……开
业几个月来，餐厅遇到了各种
层出不穷的“小意外”，“里昂”
深知，自己这家餐厅，如果用
服务业普遍标准来衡量，是不
合格的。有朋友前来就餐，之
后给他提意见：“餐厅环境很
不错，但就是服务员没眼力见
儿，叫半天都不搭理。”

为此，“里昂”给每台桌子
上设置了提示信息牌。“提示
牌不是为了让顾客有‘怜悯’

‘同情’的心理，而是为了减少
不必要的误解。”“里昂”说，希
望餐厅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学
习、生存的机会，让他们可以真
正地融入、适应主流社会。“我
经常跟他们谈话，也时不时安
排大家岗位互换，多学习，引导
他们要改变原来既有观念，敢
于去突破自己。”

虽然招收残障人士可申
请福利企业减免一定的税费，
但“里昂”并未申请。他介绍，
目前，餐厅整体还是在亏损，
好在他还有其它经济收入可
以补贴。不过，虽然开餐厅是
出于公益，但依然希望餐厅可
以实现“独立造血”，良性循
环，这样才能把好事做长久。
实现盈利后，他也希望把49%
的盈利，捐出去做公益事业。

16岁打工被“区别”对待
如今的她可以“做自己”

有一份融入主流社会的

工作，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最
寻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于聋哑
人来说，又谈何容易？“里昂”
此前了解到，聋哑人群体从事
最多的，还是幕后工作，是一
些简单的体力活。

小华的老家是郑州市中
牟县的，她从学校毕业后，这
是她第一份工作。记者通过
打字的方式与她沟通交流，她
表示，店里的顾客都挺友好，
工作中也没有遇到克服不了
的困难。

“你觉得你能胜任这份工
作吗？”记者在手机上敲出这
样一行字。“能！”小华一边点
头，一边含糊不清地发出了这
个音节。

露颖则有过一段就业经
历，提起来，她依然忍不住流
泪。露颖说，从小她就有一种
感觉，就是心里有很多话想
说，但到嘴边就无法表达，嘴
巴永远比脑子“慢半拍”。16
岁那年，珠海一家工厂来到她
所在的学校招工，她花费了1
个月的时间，说服妈妈“放”她

“走”。“那时，我看到了自己和
其他人的差距，但在家里，家
人和周边的人，总把我保护得
太好，我缺乏锻炼的机会。”

爸妈和弟弟一起把她送
到了珠海，陪她住了一周，确
定安全才返回河南老家。第
一年，她遇到了对她很好的一
位师傅，但随后，师傅辞职离
开，露颖开始感受到这个社会
存在的不公平——跟别人干
同样的活、完成同样的工作
量，她拿的工资却比别人少，
只因她有听力障碍。

“我不想这辈子就这样待
在一个工厂里，我不甘心一直
被不公平对待！”露颖的眼睛
里闪烁着光芒，她离开了工
厂，继续考学，读完本科后，通
过朋友介绍，找到了这份餐厅
的工作。“在这里，我终于可以
做自己了！”露颖说。

减 资 公 告
中融鼎信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0MA47FURP0J），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
币 10000 万减少至人民币 5000
万，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市场服务
广告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减 资 公 告
河南亚太楷达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MA44X4EP2Q），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
币 10000 万减少至人民币 1000
万，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 资 公 告
中控国富实业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0MA471C9U16），经 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0000万减少至人民币1000万，
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

减 资 公 告
中融盛世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000MA47CQP49D），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0000万减少至人民币1000万，
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文图

前不久，人民日报微信公号报道了长沙一个面包店，这里的后厨只有厨具的
碰撞声，无人说话，因为店里的员工多是聋哑人。在郑州，也有这么一家餐厅，主
营素食，老板是耳聪目明、热情阳光的高材生，但其招聘的员工超过半数是聋哑
人。为何要开设这样一家店？聋哑人做服务员，如何与客人沟通？他们是否能
真正胜任这份工作？18日，记者来到这家店进行探访。

郑州这家餐厅上演“默剧”
超半数员工是聋哑人
老板是位“80后”高材生：让特殊人群融入主流社会

服务员在上菜

餐厅桌子上，摆放着提示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