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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 共圆梦想

残疾人自强风采和社会扶残助残风尚综述
� �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
等成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
重要力量，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国现有约 8500 万残疾人。
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残疾
人、残疾人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积
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涌现出了一大批时代
特色鲜明、事迹突出感人、社会
影响广泛的残疾人自强模范和
社会扶残助残先进，推动中国特
色残疾人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尊严源于自强

在太湖之滨，一位女孩在 19
岁那年因患继发性青光眼不幸
双目失明。 因为不想成为家里的
累赘， 她艰难地学习中医推拿，
从最基本的手法学起， 推、 揉、
滚、拿、拔、按、擦，一招一式模仿
练习。

她叫严三媛。 2000 年，30 岁
的她成为无锡第一位获得大专
文凭的盲人推拿师。 如今，她已
经在无锡创办了 9 家盲人推拿
按摩店、 累计安置员工千余名，
其中 40%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
盲人。

自强不息的严三媛，是我国
千千万万残疾人的缩影。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
保尔” 吴运铎的故事就家喻户
晓，他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
鼓舞了一代代青年。 几十年来，

从保护公社羊群的“草原英雄小
姐妹”玉荣，到治理荒山、兴修水
利的村支书朱彦夫， 到用嘴控
笔、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电商典
型李娟……那些站在时代潮头
的人群中，总有残疾人的身姿。

近年来，排雷英雄战士杜富
国面对险情的镇定自若、中国科
学院院士金展鹏在轮椅上对三
尺讲台的多年坚守、90 后无臂男
孩彭超在诗词大赛现场的从容
睿智……无不向世人展示着坚
强者的自信、奋斗者的风采。

2018 年 5 月 14 日， 珠穆朗
玛峰顶端。

69 岁的夏伯渝经过 7 天的
跋涉，终于从南坡大本营攀上了
世界屋脊之巅。

这位双小腿截肢的勇者，从
1975 年首次攀登珠峰，到最终登
顶，整整奋斗了 43 年。 他用自己
的矢志不渝告诉世人，所有的人
生障碍，都不能阻挡对于理想的
追求。

助残融入日常

在青岛有一位“笑姐”。 从
2005 年开始，她和母亲一起组建
了一支助残志愿者团队。

过去 14 年里，她们采取“量
体选衣”的助残模式———根据困
难残疾人的性别、年龄、身高等
情况，确保捐赠的衣服让受助者
合体受用———捐赠了 37 万多件
衣服，让 5 万多人受益。

“笑姐”名叫宋桂华。 她说：

“我做的都是小事， 但即便是小
事，重复一千次、一万次，积累起
来也注定是不平凡的事。 ”

大爱无疆，仁者爱人。
乐善好施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 多年
来，扶残助残已经成为一种社会
风尚。

我国早以立法形式确定了
“全国助残日”。 残疾人保障法规
定，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
全国助残日。

自 1991 年第一个全国助残
日以来，每年确定一个主题，“一
助一，送温暖”“助残与自强”“平
等共享，促进残疾人就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
能少”“自强脱贫， 助残共享”
……这些主题贴近残疾人的实
际需求，既反映了残疾人事业的
深入，也持续反映残疾人生活的
改善。

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日益倡
导人道主义和现代文明的残疾
人观念，使残疾人权利得到越来
越多的尊重和保障。 如今，形式
丰富的助残活动蔚然成风，全国
助残社会组织已近 3000 个，服
务涉及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
托养、文化体育和无障碍环境建
设等 10 多个业务领域。

共享美好未来

为倡导残疾人自尊自强，引
导全社会热心扶残助残，自 1991

年以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
会联合多部门先后 5 次召开全
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集体和
个人表彰大会，2000 多家单位和
个人成为各行各业残疾人事业
的标杆，鼓舞着更多残疾人和社
会人士共同创造残疾人更加美
好的明天。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惠残
助残政策陆续出台，不断为广大
残疾人提供更加全面扎实的社
会保障、创造更加宽松优良的发
展环境———

建立起了覆盖几千万人口，
包含生活补贴、护理补贴、儿童
康复补贴等内容的残疾人专项
福利制度；

在全国范围内将农村贫困
残疾人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帮
扶的重点人群，精准施策、特别
扶助，集中解决因残致贫问题；

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中高
度重视和关注每一个残疾人的
健康问题，加快实现残疾人“人

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
各行各业、社会各个方面都

在努力消除障碍，越来越多的残
疾人接受更好教育、实现就业创
业、平等参与社会……

据介绍， 过去的 2018 年，我
国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数量减
少 100 多万；义务教育阶段残疾
在校生达 66.6 万人， 比 2017 年
增加 8.7 万人； 新增 11.8 万城镇
残疾人就业，为 49.4 万名残疾人
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为 11.3 万贫
困残疾人家庭进行了危房改造，
为 110 多万残疾人家庭进行了
无障碍改造。

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
也是每一个残疾人的梦。 当广大
残疾人积极投身改革开放伟大
事业、拥抱伟大时代，当广大社
会民众把扶残助残的善举坚持
做下去、把爱心传播开去，残疾
人的生活和梦想必将更受尊重、
更加灿烂。

（据新华社）
近日，民政部、财政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务院扶
贫办、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
发布《关于在脱贫攻坚中做好
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工作
的通知》。

《通知》指出贫困重度残疾
人依然普遍存在照护服务困
难。 贫困重度残疾人，是全社会
最为困难的弱势群体， 也是脱
贫攻坚中各有关部门需要帮扶
的重要群体。 采取积极措施，扎
实做好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
务相关工作。

一是精准确定贫困重度残
疾人照护服务对象和服务内
容。 有条件的地方要把同时具
备下列条件的残疾人纳入集中
或社会化照护服务政策范围：
1.16 周岁以上；2.不符合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条件；3.持有第二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且
残疾程度为一级或二级；4.纳入
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或属于建档
立卡残疾人。 可提供集中照护
服务或居家服务、日间照料、邻
里互助等社会化照护服务。

二是依托和整合现有公共
服务设施开展集中照护服务。

贫困重度残疾人数量和服务需
求较多的地方， 可在乡镇层级
依托或者整合现有机构开展集
中照护服务工作。

三是推动开展贫困重度残
疾人社会化照护服务。 贫困重
度残疾人分散的地方， 可采取
互助式服务的模式， 以村为单
位设立邻里互助服务点， 以残
疾人的生活照护需求为导向，
提供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代购
用品、送医送药等服务。 依托现
有或新建村级公共服务场所，
积极培育和引入专业机构和社
会组织参与，以居家照料、上门
服务、日间短托为主，为贫困重
度残疾人提供方便可及的居家
服务和日间照料。 强化家庭在
残疾人照护服务中的第一责任
主体地位， 优先选用贫困残疾
人家庭有照护服务能力的亲属
就近就便为有长期照护服务需
要的贫困重度残疾人提供照护
服务， 符合条件的人员可通过
现有公益性岗位予以安排。

四是加大贫困重度残疾人
康复工作力度。 多方整合和利
用资源， 充分发挥和利用医疗
机构、 康复辅助器具服务机构

等专业机构的优势， 积极为接
受照护服务的贫困重度残疾人
实施手术矫治治疗、康复训练，
配置康复辅助器具。 为体现精
准脱贫要求，2019-2020 年，中
央财政继续支持实施“福康工
程”，聚焦深度贫困地区，为贫
困残疾人免费配置假肢和矫形
器等辅具， 筛选肢体畸形患者
免费进行手术矫治、 康复训练
和配置术后矫形器等辅具。

五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贫
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 加大
宣传倡导力度， 动员和引导社
会力量积极参与贫困重度残疾
人照护服务，为其搭建平台、提
供便利。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利
用现有养老机构、 残疾人服务
机构等闲置资源， 为贫困重度
残疾人提供照护服务。 鼓励个
人、企业、社会组织等通过捐款
捐物、提供志愿服务、设立基金
等方式， 参与贫困重度残疾人
照护服务工作。 企业或个人对
从事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
的非营利性组织的慈善捐赠支
出， 符合现行公益性捐赠税收
政策有关条件的， 可按规定享
受税前扣除政策。

5 月 19 日， 是第 29 个全国
助残日，《爱的阳光》残健融合国
际摄影展在中国盲文图书馆开
幕。 展览共展示 300 余幅作品，
其中包含多幅由残疾人拍摄的
优秀作品，还有大量以展示残疾
人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追梦精
神为主题的作品。

这些作品充分展示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取得的
辉煌成就，体现出“一带一路”国
家和地区与中国合作发展的巨
大成果，更有国内外各地区的自
然风光与人文魅力，以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摄影展入展选手代表、著名
残疾人摄影师闫淼在现场通过
手语的方式，向大家传递了他的
心声，他表示，非常喜欢用镜头
记录生活， 更喜欢摄影这种方

式。 对于残疾人群体，自己也希
望通过镜头真实记录下这个群
体的变化，用镜头记录下更多美
好瞬间。

著名歌手、中国残疾人事业
文化助残志愿者熊汝霖在现场
发言时表示， 作为一名音乐人，
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和人生道
路上，接触过很多残疾人，他们
的内心世界很细腻、很丰富。 通
过摄影艺术方式让社会各界有
机会了解残疾人的精神世界，感
受他们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意
志品质。

本次活动由中国残疾人联
合会宣文部、中国残疾人事业新
闻宣传促进会、中国助残志愿者
协会共同主办，北京市西城区残
疾人联合会承办。

（王勇）

� � 5 月 16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等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会见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代表 （新华
社记者 李学仁/摄）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
■ 本报记者 王勇

《爱的阳光》
残健融合国际摄影展在京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