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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温暖一座城“疫起”攻坚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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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负重前行。恰逢上海疫情，我们迎来了第 32 次“全国助残日”，此刻生活在上海奉
贤的残障朋友怎么样了？让我们走进残联、走近残障朋友……
自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奉贤区残联上
下联动、戮力同心，切实做好疫情期间困难
残疾人帮扶工作，全力确保残疾人生命安全
与生活保障，多措并举为残疾人保驾护航。
加强领导、建章立制，织密残疾人保障网
组建区残联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应急预案；班子领导分组联系 13 个街镇残
联，形成上下一体、沟通顺畅、反应迅速的协
同作战机制。同步建立信息通报机制、靠前
处置机制，第一时间了解掌握基层防疫情
况、帮助协调解决残疾人的困难需求、处置
疑难问题等。密切关注辖区内的残障人士
核酸检测和感染情况，配合属地政府落实各
项防控措施。充分发挥基层残疾人服务网
络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全面排查独居重度残
疾人、一户多残、依老养残、受疫情影响导致
生活困难的残疾人等，做好台账登记，确保
一户不漏、一人不落。特别关注盲人、聋人
等群体的需求，排查辖区内所有盲人按摩机
构的物资储备、核酸检测以及残疾人的身体
情况等，切实做到应帮尽帮，确保疫情期间
残障人士思想平稳、物资不缺。
上下联动、整合资源，解决残疾人急难愁
区残联以“不能等、马上干”的工作劲
头，特别关注残疾人“急难愁”，切实解决好
疫情期间残疾人各项为残服务管理“最后一
公里问题”。为保障好精神残疾人基本医疗
康复需求，区残联提前谋划，建立区精神卫
生中心、社区精防医生、基层残联三级服务

兜牢底线 共克时艰
——奉贤区残联抗疫侧记
保 障 机 制 ，协 调 志 愿 力 量 组 建“ 送 药 小 分
队”，确保精神残疾人在封控期间，按时服
药、病情稳定；积极争取市残联支持，协调
配送公司跨省调货，建立与街镇、居村的
三级联动保供机制，确保疫情期间残疾人
护理用品“不断档”；与民政局沟通，精简
申请补贴流程，保证残疾人补贴按时按量
发放到位；与人社局制定措施，线上开展
就业培训，跨前推送求职招录信息，满足残

疾人疫情后的就业需求等。另外，依托 13 个
基层残联，区残联积极协调，充分调动市、
区、镇三级资源，解决残疾人核酸检测、就医
配药等需求。
携手同行、
共经风雨，
投入抗击疫情保卫战
在疫情防控抗击战中，区残联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带头作用，广泛凝聚党员力量，筑
起坚固的基层防疫战斗堡垒。区残联全体
党员干部积极带动青年团员们，坚持关口前

移、源头把控，开展在职党员干部下沉双联
双进村居“顶岗”工作，与社区干部一同完成
了诸多如坚守排查点、协助核酸抗原检测、
发放各类物资等工作。同样投入这场疫情
抗击战中的，还有许多残疾人朋友。他们始
终情怀家乡、心系疫情，努力克服自身身体
残疾带来的种种不便，深入一线、冲锋在前，
留下了一道道坚强、刚毅的美丽身影；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残障朋友身残志坚的精神伟
力，更为赢得这场疫情抗击保卫战奉献了自
己特殊的力量。
疫情无情人有情，奉贤区各级残联组织
和广大残疾人工作者始终以当好残疾群众
的主心骨和贴心人为己任，用实际行动温暖
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庭，为残疾家庭撑起疫情
防控“保护伞”。

基层残联为残疾人失禁者配送护理用品

“帮扶农村困难残疾人劳动增收”项目显成效

“帮扶农村困难残疾人劳动增收”项目
是市政府实事项目，旨在进一步改善残疾人
的生活条件，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截止目
前奉贤区有 23 家扶残涉农经济组织，共帮扶
农村困难残疾人 404 人，其中劳动合同的 94
人，每人每年可以通过劳动增收 4.3 万余元；
劳务合同的 310 人，每人每年可以通过劳动
增收 0.9 万余元。奉贤区扶残涉农经济组织
负责人有 5 位是区人大代表，他们积极带头
参与此项目，初衷就是帮助这个社会的弱势
群体，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提高残疾人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代
表们的做法和心声……
助残帮困，情暖人心

上海资福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沈锋：当我走访了许多残疾人家庭之后，最
大的感触就是但凡一个家庭中有一位残障
人士，那么这个家庭的压力明显大于一般的
家庭。这个压力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同时也
是心理上的。周边有些人歧视的目光、不当
的同情心都无形中给这个家庭增加了许多
压力。所以，帮助残疾人就业不仅仅是一个
可以增加收入的途径，还是融入社会的重要
方式。当然，帮助残疾人就业比起正常人就
业需要付出更多，工作、生活上，我们需要照
顾他，但对于人格与情感，我们不能将他视
为残疾人。没有歧视，才能使他们感受到尊
严与自由！

公益诉讼

助力﹃无碍﹄出行

小汤很少独自出门，因为“不方便”。轮椅
出行已有 10 余年，年迈的母亲是他的推行者。
每次出门，会遇到很多尴尬事：
“无障碍坡
道过陡”
“ATM 柜没有低位、没有凹位，坐着轮
椅根本按不到键盘。”
“电梯间里的镜面被广告
屏遮挡。”
“无障碍通道间的衔接是台阶。”
“很
多公共场所解决了无障碍设施’没有’的问题，
但没解决‘能用’的问题。”他说。反映困难得
到模棱两可的回答：责权单位是建设单位、产
权人还是使用方？发现问题谁负责改造？
公益诉讼来破题……
2021 年 6 月 1 日，
《上海市无障碍环境建设
与管理办法》正式施行。2021 年 6 月 2 日，奉贤
区人民检察院、奉贤区残疾人联合会签署《公
益诉讼配合协作机制》，通过建立对口联络、线
索移送、办案协作、信息共享、宣传联动、热线
反馈等机制，围绕残障人士的体验感受、诉求，
发挥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对职能部门依法
行政的促进作用。
今年以来，双方联手，重点排查了与残障
人士生活密切相关的菜场、医院、银行、邮局、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等地的盲道、无障碍停车
位、无障碍通道等设施建设情况。共发出 4 份
公益诉讼诉前建议书，监督整改情况、实地“回
头看”现场……让残障人士到现场体验满意为
止。
在更多的残障人士看来，无障碍公益诉讼抓住了出
行困难群体的诉求，从建立机制到联合发力，无障碍公益
诉讼走出了一条艰难又温暖的路，正推动着无障碍理念
深入人心。

扶残助农，
我们在行动
上海岱柏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陈贤，2017 年加入奉贤区扶残涉农经济组
织，吸纳了 60 多位残疾员工，至今在岗人员
有 6 位劳动合同工，5 位劳务合同工。合作社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帮助农村困难残疾人劳
动增收，帮助销售残疾人员的自产农产品，
亲自上门帮助分拣、包装、运输，给残疾人把
关产品质量，让广大的市民品尝到高质量的
农产品。合作社定期开展农业知识的培训，
带领农技专家指导残疾人员农业生产，组织
残疾人员外出学习旅游，让他们靠自己勤劳
的双手创造财富。同时，陈贤也积极参与区
残联的“圆梦行动”，为 2 位重残无业残疾人
捐赠家电和电器，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现
在在岗的残疾员工，有司机、文员、后勤保洁
等，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快乐地工作。此
次上海疫情期间，他们也积极参加蔬菜保障
工作，和大家一起搬运、包装、打扫，体现自
身价值，为疫情保障工作尽心尽力。
做热心公益，
扶残助残的有心人
上海玉叶虾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高荆，自合作社成立以来，始终立志于利用
本地资源和品牌效应，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热心公益事业，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而农村的残疾人因文化低，身体的残缺，给
家庭造成生活上的诸多困难，所以自己也很
期望回馈社会，造福于社会贫困群体，基于
这个美好愿景，2019 年 7 月申请成立了残疾
人帮扶农村困难残疾人劳动增收的涉农基
地。截至 2021 年 12 月，涉农基地共帮助农
村困难残疾人就业 19 人，增加他们的劳动收

入。在涉农基地工作中，合作社根据每位残
疾人实际的身体缺陷，在保证生产安全的情
况下分派任务如锄草，喷洒农药，采摘蔬果
等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基地的生产活动中让
残疾人充分体现出了自身的社会价值。
关心关爱，
传递正能量
上海腾达兔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金伟
丰：残疾人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关心和帮
助的弱势群体，我们有理由要尽全力帮助残
疾人。在我们合作社里有 5 位残疾人，他们
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到我们合作社每月来
干 3 天时间，为我们合作社做生活区卫生清
理工作，我们每月给他们一定的劳务报酬。
他们人残志不残，每天微笑面对明天，努力
为生活奋斗，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
重培训、强技能，精准助残
上海红艳山鸡孵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袁红艳：合作社是一家致力于雉鸡种业和种
养结合多产业融合发展的国家级农民专业
合作社。多年来，坚持产业引导、科技助力，
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的发展战略，在产业
规模和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同时，主动吸纳
6 名残疾人员、利用自身产业特点和技术优
势开展扶贫助残活动。期间，合作社针对每
名残疾人员的生理特点和个人特长，因地制
宜地安排了诸如质量检验、产品包装、绿化
养护等工作岗位，并量身定制了科学的岗位
培训计划，定期对每名被助人员开展岗位知
识培训和技能辅导，使残疾人在获得稳定工
作岗位和经济收入的同时，还掌握了一定的
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得到了附近村民和社
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做实
“家门口”的康复服务
奉贤区残联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
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关注“沉默的少数”，以打造
“家门口”的康复服务为抓手，建设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三级
网络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美好生活的向往。
纾解“康复难”，打通康复“最后一公里”。为解决老百姓
“最基础、最基层、最基本”的康复问题，奉贤区在全区“全覆
盖”布点，已建成 42 个村（居）基层康复服务站，向有需求的群
众开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定期到康复站指
导，每个康复站与村卫生室相邻。开展康复指导、生活能力训
练、辅具适配、残疾预防宣传等。截止目前，42 家康复站已累
计服务 101528 人次，有效提高和改善了患者的生存能力和生
活质量。
康复“精准化”，满足专业服务“刚需”。康复的服务对象
主要是偏瘫、截瘫、脊髓损伤者、神经损伤、骨折等疾病引起的
肢体功能障碍的村（居）民。通过专业医生评估，合理制定个
性化康复计划，通过器械训练，结合中医针灸、八段锦功法、穴
位按摩等辅助手段，帮助其提高运动功能、生活自理能力。训
练了两年的朱阿姨，从原本一刻也离不开轮椅，到可以扶着助
行器缓慢行走约 100 米的距离，创造了奇迹。
用情“心呵护”，贴近群众“急难愁盼”。因疫情原因，康复
服务站暂停开放，患者们是否坚持复健、状态是否良好等问题
成为了大家心中放不下的牵挂。特殊时期，各康复站主动跨
前一步，通过电话随访和医生上门指导，了解患者身体状况、
帮助和指导其进行居家康复训练。康复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
过程，除了时间和精力外，还需要较大的经济支出，特别是因
病致贫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目前站点提供的康复服务不

收取任何费用，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打造“升级版”，构建康复服务“新体系”。为了更好地满
足群众对康复服务“更可及、更专业、更系统”的需求，奉贤区
残联深化“X+残联人工作”理念，主动链接区卫生健康资源，在
区中医院新建 1 家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中心，在 3 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新建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分中心，把残疾人康复服
务纳入社区卫生公共服务体系，累计为患者提供 7569 人次的
康复服务。2022 年，联合区卫健委持续推进区政府实事项目
—新建 4 家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分中心，形成较为完善的奉贤
区“1+7+42”三级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网络体系，构建起预防、
保健、康复、教育为一体的康复平台，全面推动覆盖全人群、全
生命周期的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

致敬可爱的志愿者
□ 周忠尉
今年这个春天
不同寻常
因为除了三月的风
四月的雨
除了明媚如花的春阳
随之而来的还有那谈之色变的奥米克戎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尽管我们已经做足了准备
尽管已经小心再小心
然而它终究还是来了
如飞蝗，如恶灵
如魔鬼的诅咒
让原本井然有序的生活
赫然亮起了刺眼的红灯
上海暂停了
空间凝固了
上海的百姓藏起来了
封控之下，足不出户
往日的喧嚣转瞬间如暴风席卷
沉压在静默中屏住了呼吸
出行，外卖，
物流
油盐，米面，
菜蔬
无一不是百姓的必须
无一不是百姓的命根子
诚然，疫情疯狂来袭
最为关键的更是要做好全民核酸检测
以及抗原试剂盒的派送
这该是一项怎样庞大的工作
显然
我们的医护人员是有限的
我们的领导班子是有限的
多少医务工作者
在通宵达旦的工作之下累倒
又有多少抗疫人员
一天叠着一天回不了家
正所谓疫情无情人有情
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百姓动起来了
社区的市民们动起来了
他们义无反顾地
穿上了防护装
匆匆走进了这抗疫大军的行列
顶风冒雨
马不停蹄
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
什么叫做义不容辞
只要有需要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人站出来
十个，百个，
千个
站成疏而不漏的网格
架构起一座又一座
暖心的桥梁
在矗立的楼宇间
在病毒的阴影下
为每一个茫然无措的家传递着希望与温馨
在这样一群
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中
尤为感动的是我们的残联
我们的残障朋友
即使自己腿脚不便
即使更需要有人照看
他们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逆行
选择了勇于担当的肩膀
用满腔的执着与热情扛起了黎明的曙光
没有怯懦
更不惧病魔
在春寒料峭的风中
忙着站岗，打包，
送货
像一丛丛暗夜里的篝火
温暖着每一扇充满期望的门窗
这又何尝不是天使的模样
何尝不是伟岸与崇高的象征
何尝不是友善与博爱的力量
那么多可爱的志愿者
那么多无畏的英雄的人民
像极了那风中的蒲公英
把那爱与奋发的种子
播撒在每一寸
明媚的阳光下
更像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为冰雪中沉寂的原野
吹响了春天的号角
唱起了一首展望丰收的歌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