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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仅 5%网友表示
身边盲道畅通无阻

8 万多民企
帮扶 10 万多个村

据新华社消息， 截止到今年 6 月底， 我国共有
8.81 万家民营企业进入精准扶贫台账， 精准帮扶
10.27 万个村，其中建档立卡的贫困村 5.53 万个，帮扶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163 万人。

点评：将产业扶贫作为主攻方向 ，坚持扶贫与扶
志相结合，市场的力量将帮助贫困人口真正实现可持
续脱贫。

近 6000 名
进博会志愿者整装待发

据《文汇报》消息，已确认的第二届进博会志愿者
合计为 5720 人，在沪高校学生是主力人群。 其中，114
名长期管理岗位志愿者，已在各相关岗位开展志愿服
务。 据统计，在第二届进博会志愿者中，参加过首届志
愿服务的志愿者占总人数的近 20%。

点评： 大型博览会既是志愿服务的重要阵地，也
是志愿者培训的重要机会。

全球三分之一
5 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足或超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0 月 15 日发布的《2019 年
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指出，全球至少三分之一的 5
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足或超重， 总人数超过 2 亿，这
可能给儿童带来长期不良影响。

点评：营养不足、隐性饥饿以及超重都属于营养
不良，需要引起各方的重视。

过去 5 年
气候变化显著加剧

据海外网消息，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名为“2015-
2019 年的全球气候”的报告显示，海平面上升、冰川消
融和极端天气等气候变化的重要指标在 2015-2019
年间均出现增长，而这 5 年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
的 5 年。

点评：全球气候变化明显加剧，保护地球已经到
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9年10月14日 马云公益基金会 1亿元 西溪湿地保护 杭州市余杭区慈善总会

2019年 8月 14日 南京冠羚羊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万元 设立“冠羚羊行创新研发基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年 10月 19日 恒安国际集团施文博 2800万元 支持慈善事业 晋江市慈善总会

(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0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武胜男

9 月初， 来自山东沂水县农村的小伙张发利走进
了济南市一家养老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为济南
市 6 家养老院几十名老人免费提供了修脚服务。原来，
张发利 3 岁的女儿在今年 5 月份被确诊患上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 女儿在治病期间得到了周边亲友和社会
好心人的帮助， 张发利为老人修脚是为感谢社会对自
己患病女儿帮助的“报恩行动”。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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夙离玖：我见过的盲
道，不是被车辆占位就是
被林木阻断，还有的七折
八绕（直路上），更有的走
着走着它就断了 ，盲人怎
么出行。

KK312291: 一个 社
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得
到充分保障了， 这个社会
的文明进步程度就高了。

姿丰禹谷 ：不仅有最
大的盲人群体，还有最大
的老年群体。我们在责怪
政府服务不到位的时候
也要稍微体谅一下 ，心疼
政府一分钟。

� � 1、你身边的盲道被占用了吗？
A、被长期占用；35%
B、经常被占用；60%
C、没有，盲道畅通无阻。 5%

2、你认为盲道被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路人随意停放车辆；30%
B、小摊贩不合理摆摊；30%
C、缺乏对视障群体的人性关怀；29%
D、政府重视、监管力度不够。 11%

3、你认为解决盲道被占问题应采取哪些措施？
A、加大宣传力度；18%
B、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32%
C、增强人们的关爱意识；17%
D、加大惩戒力度；18%
E、派专人做好管理和维护工作；12%
F、用科技手段解决视障群体的出行。 3%

自 2012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后，国内
有 1702 个地市、县系统都开展了
无障碍环境建设。 但《2017 年百
城无障碍设施调查体验报告》显
示， 国内无障碍设施整体普及率
为 40.6%，处于较低水准；除此之
外， 还存在部分无障碍设施被占
用、维护不到位、设计存在问题等
情况。

不少标着“无障碍”的卫生间
常年封闭，堆满拖把、扫帚等清洁
用具；有的虽然开放，但搭配了一
扇很难推开的弹簧门； 武汉一个
小区门口， 一条 20 米长的坡道，
拐了 8 个弯，尽头是台阶。

10 月 15 日是“国际盲人日”，
据统计，2018 年我国视力残疾患
者人数达到 1700 多万，相当于每
80 人中就有一个“黑暗中的行
者”， 我国有着最大的盲人群体。
盲人数量庞大， 为什么生活中见
到的却比较少？ 有盲人坦言“不敢
一个人出门”。

据了解，为了帮助盲人出行，
1991 年北京建成国内首条盲道。
2001 年 8 月 1 日城市道路和建筑
物无障碍设计规范颁布实施。《交
通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城市
主要道路的人行道， 应当按照规
划设置盲道”。

随着城市建设不断完善，目
前我国大部分城市人行道都设置
了盲道，近日，有视障朋友反映，

广州有些盲道形同虚设。 在各区
人流密集的商业中心一带， 盲道
建设和养护都相当不人性化，不
少盲道面临被自行车、 电动车和
杂物侵占的问题， 有些甚至凹凸
极其微小，穿了鞋完全感受不到。
视障朋友出行可谓“步步惊心”。
其实不止广州盲道存在这些问
题， 这也是我国大部分城市普遍
存在的现象。

10 月 14 日晚，北京双井桥向
南 100 米的盲道上， 有十多辆自
行车占据了整个盲道。 北青报记
者发现， 在国贸桥下马路南侧由
西往东穿行马路的一段盲道，不
仅被多辆共享单车占据，而且还
有一段被蓝色的铁皮简易隔离
墙占用。 此外，通州新华西街上
的万达广场、三里屯路与工人体
育馆北路、东三环双井桥附近的
盲道均被占据， 普通行人都要绕
道而行。

我们经常看到“盲道被占普
遍化，盲道没法‘帮盲’”、“盲道被
占，城市文明之风经受考验”的报
道。 若留意的话，不难发现人行道
上铺设的盲道的困窘情况：摊贩、
街边店铺摆货占用，自行车、汽车
停车占用。 除了占用问题，有些地
方盲道被铺设得“七拐八拐”，更
有“断头盲道”的出现，均增加了
盲人行走的难度。

据了解，一些城市在人行道、
盲道上画停车位也有“不得已”的

原由：道路停车位数量关联着“创
城”标准。 这里的问题，一个是某
些城市管理者的形式主义、 功利
化思维浓重；一个是“创城”验收
标准过于教条， 只考虑“整齐划
一”、道路管理秩序，忽略了盲人
群体的权益。

盲道不“帮盲”，有城市管理
的问题，也有设计的问题，更有某
些地方在解决城市难题时的厚此
薄彼。 比如，为解决停车难而在人
行道上画出停车位———行人被挤
到马路上去走，虽说不合理，但正
常人总归还有“变通”的能力，可
盲道被停车位占用后， 让盲人们
往哪儿走？ 对此，公益时报发起本
期益调查———盲道被占谁之过？

调查自 2019 年 10 月 18 日截
止到 10 月 21 日， 共 1003 位网友
参加。

结果显示， 仅 5%的网友表示
身边的盲道是畅通无阻的。 60%的
网友表示身边的盲道经常被占
用，35%的网友表示身边的盲道长
期被占用。

盲道被占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呢？ 30%的网友认为路人随意停
放车辆导致的， 另有 30%的网友
认为是由于小摊贩不合理摆摊导
致的。

如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
32%的网友认为应该设置明显的
警示标志， 让人们意识到这里是
盲道，不可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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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 月 21 日 10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