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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
不能少。省残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残疾人脱贫工作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略，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出台一
系列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政策和规
划，助力打赢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战。
我省残疾人扶贫工作 2016年、2017年
连续两年在全国残联系统排名前列。

10月 14 日，在许昌市建安区五女
店镇苗店社区工厂内，右手残疾的34岁
居民郭胜清熟练地操作着缝纫机。“没
想到，我也能挣钱补贴家用。”郭胜清笑
着说。

郭胜清自小右手残疾，她的公公因
残生活不能自理，一家人的生活一直处
于贫困之中。因为残疾，郭胜清没有找
过工作。家门口的社区工厂招工，她鼓
足勇气报了名。靠着自己的努力，郭胜
清家的生活越过越好。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全省各级残联组
织大力开展省、市、县三级农村残疾人扶
贫示范基地创建活动，选择培养经营特色
突出、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农村龙头企业，
扶持带动农村贫困残疾人脱贫致富。目
前，全省扶持省级农村残疾人扶贫示范基
地和产业集聚区基层党组织助残扶贫基
地71个，全省各级扶贫基地累计辐射带
动5.57万名残疾人摆脱了贫困。

精神长“个头”，生活才能有奔头。
全省各级残联组织扶智又扶志，帮扶和
引导残疾人自强自立、努力奋斗，不仅
改变自身命运，也以其感人至深的正能
量影响感染周围广大群众，成为自强模
范和励志典型。

桐柏县埠江镇付楼村“独臂支书”
李健在县残联的帮助下，不仅自己通过
种植香菇和蔬菜一举摘掉贫困户的帽
子，还帮助贫困户和村民种植香菇，在

村里建扶贫车间，带动更多贫困户实现
脱贫致富。去年年底，付楼村顺利退出
贫困村，今年李健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

最近，李健又忙着联系专家对全村
进行乡村振兴的科学规划，对接省中医
药大学发展药材种植和深加工，扩建扶
贫车间安置更多村民家门口就业，吸引
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创业。“不仅要让群
众脱贫，更要想办法实现稳定脱贫。”李
健说。

“照看一个人，拖累一群人，致贫一
家人”，曾是重度残疾人家庭的真实写
照。近年来，驻马店市探索建立重度
残疾人集中托养模式，成功解决了农
村残疾人照护和残疾人家庭经济收入
来源问题，啃下脱贫攻坚中的一块“硬
骨头”。

在驻马店市开发区重度残疾人托
养中心，信娅娟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十
年前，正上大学的她突发疾病导致两侧
股骨头坏死，从此与轮椅为伴。为给她
治病，家里背上了外债，生活陷入了贫
困。去年，信娅娟免费入住托养中心接
受康复训练，逐渐行动自如。如今，她
不仅成为照顾托养中心老人的工作人
员，还找到了心仪的对象。

目前，全省由政府主导建设的重度
残疾人集中托养机构达 288个，托养重
度残疾人 7166 人。去年，国务院扶贫
办、中国残联会同民政部在驻马店市共
同召开因残致贫家庭脱贫攻坚工作现
场会，推广河南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的
良好经验。

用非常之力，竟非常之功。我省一
批又一批的残疾人在党和政府及社会
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通过自强不息的努
力告别了贫困，创造着美好生活。目
前，全省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 67.1
万人，已脱贫42.6万人。

推开省残联听力语言康复中心一
间教室的门，孩子们欢快的笑声立刻传
了出来，几个 4岁左右的孩子正在教师
的教导下，学唱儿歌。如果不是他们头
上戴着的人工耳蜗，很难看出他们都是
听障患儿。

“孩子受益于困难家庭听障儿童人
工耳蜗救助工程，不仅免费安装了人工
耳蜗，还享受到了手术后一学年的康复
训练补助，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生活压
力。”听障儿童泓力的爸爸由衷地说。

0～6岁是听障儿童抢救性康复的
黄金时期，人工耳蜗救助是改变听障儿
童人生命运的重要民生工程。在国家

“七彩梦行动计划”救助项目的基础上，
2017年开始，省残联牵头组织实施了困
难家庭听障儿童人工耳蜗救助工程，用
三年时间对全省存量和每年增量困难
家庭 0～14岁、具有手术适应症的听障
儿童全部进行免费救助，并推动在全省
建立了以医疗保险救助为主的长效工
作机制，实现困难家庭听障儿童人工耳
蜗“发生一例、手术一例、康复一例”。
目前，全省已有 2500 多名贫困家庭听
障儿童和泓力一样，装上了“耳蜗”，能
够聆听世界的美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残疾人
事业，加强残疾康复服务”。康复服务是
残疾人的基本需求，帮助残疾人实现康
复，与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奔小康一样意
义重大。我省积极推进残疾人康复服务
工作，逐步完善残疾康复救助体系，使越

来越多的残疾人得到了康复服务。
去年年底，省政府印发《河南省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着力保障
残疾儿童基本康复需求。今年，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又被纳入省政府重点民生
实事。省残联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作
为年度重点工作，纳入 2019 年全省残
疾人工作目标管理，认真安排部署，科
学有序推进，确保更多的残疾儿童享受
康复服务。截至9月 30日，今年全省已
有 19417名 0～6岁残疾儿童接受康复
服务，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不仅残疾儿童得到较好康复，越来
越多的残疾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康
复训练。

鹤壁市山城区中石林村村民王江
涛自 2013 年患病失去劳动力后，一家
老小的生活全靠妻子打工支撑，日子过
得很是艰难。区残联联系民政等多个
相关部门，不仅免费为王江涛送去轮
椅，还联系医院为他治病，帮助他在社
区康复中心做康复锻炼。“家里的生活
慢慢恢复了正常，日子也有了盼头。”王
江涛感激地说。

近年来，全省残疾人康复机构形成
了以省级机构为龙头，地市级机构为支
撑，县级机构为基础，与残疾人社区康复
工作紧密衔接的康复服务网络，残疾人康
复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残疾人康复服
务状况明显改善。2013年以来，共为各
类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 221.3万人
次，让更多残疾人点燃对生活的希望。

一岁半时发现听力有问题，两个月后被诊断
为感应神经性耳聋，听力残疾二级……沈丘县听
障孩子黄蔚，就是这样一个在很多人眼中“输在
起跑线上的孩子”，但在10多年后却成长为了学
霸。黄蔚不仅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大学，到大学
后还是被老师和同学点赞的好学生。黄蔚分享
成功经验时说：“听力残疾，不是阻碍成功的理
由。只要努力，同样可以达到目标。”

残缺的身体同样有昂扬的梦想。随着残疾
人事业的快速发展，我省残疾人教育也日趋完
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显著提高，
残疾人非义务教育稳步发展，融合教育不断完
善，特殊教育快速发展。

按照“一人一案、分类安置”原则，优先采取
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确定适龄残疾儿童少
年接受义务教育就读（送教）学校；依托郑州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成立学前融合教育发展支持
中心，设立特殊教育课程培养特殊教育师资人
员；开展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
对困难家庭残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康复教育
提供资助；做好残疾学生高招录取工作，为残疾
考生提供合理高考便利；积极开展残疾青壮年
文盲扫盲行动，推广国家通用盲文、手语……越
来越多的残疾孩子和黄蔚一样，走进校园，通过
读书打开了一扇“融入”之门。

残疾人平等接受教育，仅是我省残疾人事
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更多的残疾人在不
同的人生舞台上绽放精彩。

李芳芳在 13岁时患上脊髓炎导致高位截
瘫，成为离开轮椅无法活动的人。但她自强奋

斗，参加淘宝网云客服培训后，掌握了技能，每
天工作 6小时，时薪 9元至 19元。这位 27岁的

“轮椅天使”，用双手养活自己，重拾了对生活的
热爱，变得更加阳光自信，总是用纯真的笑容向
身边的残疾人朋友传递正能量。

以残疾人脱贫奔小康为着力点，省残联除
了加强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外，大力开展订
单式培训、实名制培训，促进残疾人充分就业。
近五年，全省共培训残疾人 54.57万人，实现就
业创业 38.81 万人。组织招聘会 836 场，帮扶
5.19万名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河南省残联被
中国残联授予“全国就业培训突出贡献奖”。

如今，河南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成为推拿、汴
绣等领域的能工巧匠，在全国叫响了品牌。去
年，我省成功承办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全
国残疾人岗位精英职业技能竞赛暨残疾人就业
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职业指导竞赛，河南代表队
获得团体第一名。

河南残疾人文体事业在全国同样出彩。今
年 9月，在天津举办的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
七届特奥会中，我省残疾人运动员发扬顽强拼
搏，奋发进取的精神，共获得全国残运会比赛的
27.5枚金牌、28.5枚银牌和35.5枚铜牌，超三项
世界纪录，打破一项亚洲纪录、三项全国纪录。
在比赛中，游泳老将王金刚犹如蛟龙般劈波斩
浪，接连夺金。“好成绩都是拼出来的。”王金刚
的教练马云鹏评价说。

以王金刚为代表，涌现出了李露、孙天宇、季
子贤等一大批优秀残疾人运动员，他们在国内外
顶级赛场的出色表现和拼搏精神，赢得了全社会

对“生命之歌”的尊重和共鸣，展示了新时代残疾
人积极面对生活、不断超越自我的良好精神风貌。

体育不只是为残疾人打开了一扇实现价值
的崭新窗口，也是目前残疾人康复的重要手
段。近年来，我省残疾人群众体育持续活跃，更
多的残疾人通过参与体育锻炼，身体功能得到
恢复、代偿，重新点燃生命的火炬，重新树立起
生活的自信。省残联先后被中国残联和国家体
育总局评为“残疾人体育工作先进单位”，被国
家体育总局授予“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
号。省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被国务院残工委授
予“残疾人之家”荣誉称号，被中国残联命名为
综合性“国家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

残疾人艺术表演是河南残疾人文化事业发
展的一大亮点。近年来，我省涌现出了一大批
优秀残疾人特殊艺术人才，他们并不完美的身
躯以最美的姿态绽放，向世人展现着自尊、自
信、自立、自强的精神状态。河南组团参加
2013年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2017年第
九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比赛，均获得优异成
绩和团体金奖。

立德树人,以文化人。省残联紧紧依托各
类公共文化设施和场地，每年举办残疾人文化
周活动，实施“文化进家庭五个一”项目，用先进
文化丰富残疾人的精神世界，提高残疾人的思
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推动残疾人群众
文化和特殊艺术快速发展，促进残健融合。

在河南，更多的残疾人分享机遇、勇敢追
梦，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拼搏出彩人生，过上幸
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本报记者 卢松

在郑州市特色教育中等专业学校，有一对人人羡慕的盲

人夫妻。妻子沈莹在学校教盲文，丈夫熊君武担任盲人电脑

教师，在学校熊君武帮助沈莹维修教学用的四台盲文电脑，

回到家沈莹指导熊君武一起带孩子，夫妻俩事业上比翼双

飞、生活中琴瑟和鸣。

“我们是残疾人事业发展的见证人、参与者和受益者，同

样是新时代的奋斗者。”熊君武和沈莹满脸幸福地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残疾

人事业取得历史性进展和显著成就，以熊君武夫妇为代表的

广大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持续增强。进入新时

代，全省700多万残疾人在创造和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与全

省人民一道憧憬和描绘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郑州市二七区陇海大院邻里大爱的故事感
动着无数人。陇海大院居民高新海从 1976年
患病高位截瘫至今已经 40 多年，其间他的父
亲、母亲、哥哥相继离世。当不幸开始笼罩这个
家庭的时候，大院里的邻居们纷纷伸出援助之
手，自发形成一个爱心群体，自觉承担起照顾他
的义务：洗澡、理发、上车下床、端屎端尿……生
病时大家不分昼夜轮流在床前守候，数十年从
未间断。陇海大院这群温暖的人，2014年当选

“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集体）。
高新海乐呵呵地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

运的人，每天都有热心邻居和好朋友帮助我，没
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中原大地处处活跃着公益慈善组织帮扶残
疾人的身影，全省形成了关爱残疾人、关心残疾

人事业的良好社会风尚。目前，我省省、市、县、
乡、村五级助残志愿网络基本形成，全省注册助
残志愿者达到 46.98万人，青年志愿者助残“阳
光行动”等蓬勃开展。近年来，省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积极开展爱心捐赠活动，省助残济困总会
大力开展“曙光行动”系列助残惠残扶贫工程，
累计惠及残疾人40多万人次。

家住鲁山县梁洼镇南店村的残疾人杨银佳
2013年因交通事故造成截瘫，被评定为一级重
残，这几年全靠家里人伺候。在当地残联和政
府部门帮助下，今年杨银佳家的院子里修建了
坡道、扶手等无障碍设施，方便了他的日常生
活。杨银佳激动地说：“以前家里没人就几乎不
出门，现在自己坐着轮椅就能到处转转，打心底
里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为解决贫困重度残疾人“有米难做饭，有路
难出门，有水难洗澡，内急难如厕”等特殊困难，
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省残联持续推进建档立
卡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目前，全省已
为 13万多户建档立卡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了
无障碍改造，帮助更多的残疾人解决了生活难
题，实现自主照料。

积极落实“阳光家园计划”项目任务，为残
疾人提供托养补贴；配合民政部门，推动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落实到
位；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残
疾人法律法规全面落实；组织开展全国助残日、
国际残疾人日等活动……一项项民生新政落
地、一个个帮扶举动、一份份残疾人朋友心中的
感动，为河南民生答卷增添了新的厚度与温度。

近年来，汝州市残联坚持在20个乡镇巡回
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残疾人免费鉴定、办理残疾
人证，受到残疾人的称赞。

残疾人在哪里，残疾人服务就跟进到哪
里。全省各级残联认真实施“强基育人”工程，
积极开展“走进基层、转变作风、改进工作”专项
活动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团结带领残疾人听党话、跟党走”专项活
动，持续提升基层组织活力和服务能力，充分发
挥残联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用心用情用力
做好残疾人服务工作，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
残疾人心中，带领残疾人听党话跟党走。

目前，全省行政村、城市社区全部成立残
协，乡镇（街道）全部配备专职委员，村（社区）配
备专职委员达到99%，全省建立专门协会800多

个，助残社会组织44个，来自四面八方的帮扶力
量，让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位残疾人的心灵。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关键之年，是“残联改革年”，全省各级
残联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残疾人事业的领导，
以党的建设引领残疾人工作实践，不断保持和
增强残联组织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着力解
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问题，恪
守“人道、廉洁、服务、奉献”职业道德，锻造“忠
诚、干净、担当”的残疾人工作者队伍，坚守初心
使命，更好地联系和服务广大残疾人。

去年 11月，郑州市金水区 61岁的残疾人
冯银忠领到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证后，领取
补贴、享受康复治疗等方面更加便利了。随着
卡片系统的升级，残疾人证将来还可乘公交、地

铁，进公园，使用银行卡等功能，真正实现“一卡
在手，服务全有”。

全省各级残联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工
作方式方法，持续推进残疾人证办理和按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实现“一网通办”。与此同
时，加快推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建档立卡重度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等工作信息化建设，为
残疾人提供便捷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

春华秋实结硕果，砥砺奋进谱新篇。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河南各级残联将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团结带领广大残疾人坚定信心、埋头苦
干、奋勇争先，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
丽篇章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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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康复服务 点燃生活希望

C 勇敢追梦 成就别样精彩

D 与爱同行 共享温暖家园

E 改革创新 激发服务活力

平等参与同奔小康 残健融合共享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