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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弱视力患者正通过 APP 查看符合自己申报补助的项目。

通过贵阳市残疾人大数据服务平台，可实现业务全覆盖、流程

全透明、环节可追踪。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 文 郭然 / 图

在贵阳市残疾人康复教育培训中心， 工作人员为残疾人检

查肢体发育情况，安装义肢。

不管每天的工作忙到多

晚、多累，白银军总会坚持两

小时书法练习，五年来从不曾

有一天懈怠。

宝剑锋从磨砺出。 正因如

此，白银军第一次携作品《登

庐山》参加残疾人工艺美术书

法摄影作品展，便成了书法组

金奖获得者。

今年 50 岁的白银军儿时

患上小儿麻痹症，进入玉石雕

刻行业后，他在师父的指导下

坚持勤学苦练。 2007 年，白银

军获“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

称号，时至今日，全省获得此

称号的也仅有 190 余人。

2007 年，白银军成立了自

己的工作室，主要从事贵州特

产紫袍玉带石的工艺加工。

“无论玉雕还是书法， 都属于

审美艺术范畴， 是相互贯通、

借鉴的。 写书法要心静，有助

于我在紫袍玉带石创作上寻

找灵感； 对玉石审美的品鉴，

又让我对书法有了不一样的

认知。 ” 白银军说。

说起玉雕技术， 无论是

精湛的技艺还是别出心裁的

设计， 都需要依靠一定的创

意元素来呈现。 白银军常常

在篆书、隶书、楷书等书法文

字中寻觅灵感， 将其雕刻在

玉石上，使作品寓意更加吉祥

美好。

近年来， 在全市经济跨越

发展的同时，残疾人事业发展

更显生机勃勃，越来越多残疾

人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途

径，分享到改革发展的红利与

成果。 白银军也借此机会，凭

借着智慧和巧手发展壮大自

己的工作室，“我会尽力让玉

雕和书法相得益彰，创造独特

的文化气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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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残疾人基础服务建设

的力度和速度， 决定了一个地方残

疾人事业发展的速度和高度。为此，

贵阳市残联在服务平台建设、 残疾

人无障碍改造、 残疾人社会保障方

面做出不懈努力。

今年 6 月， 贵阳市残疾人大数

据服务平台上线运行。残疾人康复、

创业就业、就业推介和培训、文体服

务、 法律援助等涉残服务内容全部

线上办理， 并通过微信 “数智贵

阳” 、筑民生“筑残智惠” 及“智惠

助残” 工作 APP 等端口，实现残疾

人“少跑路” 甚至不跑路。 同时，融

合贵阳市民政、公安、卫健、工商、税

务、人社等部门数据，让数据“跑起

来” ，实现残疾人服务动态监测，为

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涉残政策

提供决策依据， 确保残疾人在同步

小康进程中不掉队。

贵阳市残联在积极配合民政部

门足额发放残疾人 “两项” 补贴的

同时，实施残疾人居家托养“阳光家

园计划” ，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 为 1200 余人次符合条件的残疾

人提供托养服务，对边远无机构提供

服务的 500 余名托养对象直接发放

补贴，共计落实残疾人托养补助资金

250 余万元。 在特惠政策方面，新修

订和制定 《贵阳市残疾学生及残疾

人子女就读补助办法》《贵阳市残疾

人创业就业扶持办法》， 共对 1226

名残疾学生或残疾人子女发放补助

308 万元，发放残疾人创业就业各类

补助 400 余万元。

今年， 贵阳市残联还联合多个

部门，制定下发《贵阳市贫困残疾

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实 施细

则》，确定 2019 年对 1900 余户贫困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的目标任

务。 截至目前，已完成 1140 户家庭

无障碍改造。

在注重物质生活关爱的同时，

贵阳市残联还积极开展和实施各类

残疾人文体活动， 加大文体服务供

给，活跃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上半年， 贵阳市残联联合相关部

门组织开展市级残疾人文化艺术培训

班，启动全市“残疾人文体竞赛下基

层” 活动，启动全市 176 户残疾人文

化进家庭“五个一”项目实施。 同时，

组织开展贵阳市残疾人羽毛球、游泳、

田径、 盲人乒乓球等竞技项目运动员

选拔、组建及集训工作。在今年 3月至

4月举行的奥运积分赛中， 我市残疾

人羽毛球队员代表国家队参赛， 获得

2金 1银的好成绩； 今年 8月举行的

全国第十届残运会上， 我市残疾人运

动员获得 3 金 4 银 2 铜的好成绩；在

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我市

运动员获得 6金 8银 12铜的好成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

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

按照全会精神， 贵阳市残联将继续

努力，高一格、快一步、深一层推进

贵阳市残疾人事业发展， 扶助残疾

朋友奋发图强、积极进取，努力创造

美好生活。

全面提升残疾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写在贵阳市第七届残疾人工艺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开展之际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

葱茏四百旋” ……在贵阳市第

七届残疾人工艺美术书法摄

影作品展上，参赛者白银军的

书法作品《登庐山》，引得观

展者驻足观看。 这幅作品不仅

书写优美，还表达了对祖国大

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近年来，在贵阳市委、市

政府的领导下， 我市将残疾

人事业纳入贵阳市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规划， 尊重和保障

残疾人的人权和人格尊严，

使他们能以平等的地位和均

等的机会充分参与社会生

活。 在贵阳，残疾人权益保障

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残疾

人社会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

不断健全，残疾人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投放饲料、清扫鸡圈，检查肉鸡

健康状况……这天清晨 6 点， 修文

县龙场镇白莲村村民黄明又像往常

那样忙开了。 幼时患小儿麻痹导致

双下肢落下的严重残疾， 但却丝毫

不影响黄明的工作热情。

因身体残疾，文化程度低，黄明

在生活上屡屡受挫， 一家人作为低

收入困难户的状况一直持续 到

2013 年。 这一年，穷则思变的黄明

决定闯一条新路。 他选择了肉鸡养

殖，一边学习一边总结经验。从第二

批鸡苗开始， 肉鸡成活率提高到

95%以上，黄明的养鸡事业自此开始

稳步上升。

2016 年， 信心满满的黄明决定

创办自己的养殖公司。 在修文县残

联的支持下，黄明多方筹资 50 余万

元，创建明丰家禽养殖公司。 目前，

公司鸡舍 2000 平方米，年出栏肉鸡

4 万余只，实现纯收入 30 余万元。

在把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的同

时， 黄明还尽己所能帮助更多残疾

朋友。他无偿提供养殖技术服务，以

公司加农户的形式， 带动周边有创

业意愿的残疾人进行家禽养殖。 到

目前为止， 已发展带动 3 户残疾人

进行家禽养殖，10 人受益。

黄明的创业并非个例。近年来，

贵阳市残联用好用活创业就业扶

持、 残疾人学生和子女就读补助，

在项目、资金和工作指导等方面重

点向扶贫乡（镇）、村倾斜；做好残

疾人精准康复扶贫、产业扶持助残

扶贫、 残疾青壮文盲扫盲扶贫、志

愿助残扶贫等行动，注重发现和培

育一批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残疾人

脱贫典型，增强残疾人创业就业动

力和脱贫信心，持续助力全市脱贫

攻坚。

“今年，我们将继续落实好《贵

阳市残疾人创业就业扶持办法》，

指导各区、市（县）因地制宜开展残

疾人创业就业扶贫基地 （示范点）

建设，积极鼓励残疾人自主创业，灵

活就业、集中就业。 ” 贵阳市残联教

育就业部相关负责人说。 在将补助

资金落到实处的同时，截至目前，全

市已创建残疾人创业就业示范点

15 个， 其中两个被评为省级示范

点；扶持残疾人个体创业 195 户，完

成新增残疾人就业 994 人， 完成残

疾人技能培训 1300 人。

今年， 我市仍建档立卡的贫困

残疾人有 2500 人，新建农村扶贫基

地 6 个，建立残疾人“转股分红” 实

体 6 个。 我市已指导区（市、县）出

台当地“残疾人就业扶贫资金变残

疾人股金扩大试点工作” 的实施方

案或办法，并组织实施。

全面小康， 不仅包含物质的丰

盈，更包含生命的尊严。康复是生命

的重建， 更是残疾人过上有尊严生

活的基石。

“残疾人康复服务是广大残疾

人最直接、最迫切、最现实的需求，

是残疾人回归家庭和社会的基础，

是实现残疾人同步小康的必然要

求。 ” 贵阳市残联康复部负责人表

示， 当前贵阳市共有持证残疾人 9

万多人，其中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

为 1.6 万余人。 要想让有康复需求

的残疾人好转起来，需要为他们定

制个性化的精准康复服务。

为此， 贵阳市残联出台相关政

策， 采取各项措施扎实推进残疾人

精准康复工作， 提高残疾人康复服

务率。

出台《贵阳市残疾人精准康复

实施方案》，力争 2020 年实现我市

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精准康复服

务率达到 85%的目标 ； 贯彻落实

《国 家 残 疾 预 防 行 动 计 划

（2016———2020 年）》《贵州省残

疾 预 防 行 动 计 划（2018———2020

年）》《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

例》和《贵阳市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做好残疾预

防工作， 做到残疾儿童早发现、早

诊断、早康复、早救助；继续实施康

复人才培养“百千万” 工程，使康

复专业人才总量增加、 梯度合理、

水平提高。

此外，我市今年 1 月出台《贵

阳市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

补贴办法》，6 月出台《贵阳市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办法》

首次从政策层面将救助年龄范围

扩大为 7 岁至 15 岁残疾青少年，

救助补助资金从 1.2 万元 / 年，提

高到 2.4 万元 / 年。 让我市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从每年依托各级彩票

公益金救助项目，转向政府兜底的

长效救助制度，并率先在全省实现

“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标准、增

加救助内容” 的“三个突破” 。截至

目前，共有 914 名残疾儿童接受康

复救助。

两个惠残康复政策的出台，标志

我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和残疾人辅

助器具服务全覆盖，为我市残疾人精

准康复服务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充

分发挥了作为省会城市的责任和担

当意识。

精准帮扶 打好脱贫攻坚战

精准康复 持续落实惠残政策

完善服务 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贵阳市残疾人文化艺术培训书法班、国画班现场。

■人物典型

从担心“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到现在积

极投身自己的事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残疾

人在贵阳市残联的鼓励支持下，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感动社会、打动人心。 围绕贵阳市第七届

残疾人工艺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记者采访了

摄影组和书法组获得金奖的选手，聆听他们的

故事和经历。

年过古稀的李乃华， 依然

腰板挺直、神采奕奕。在贵阳市

第七届残疾人工艺美术书法摄

影作品展上，他以作品《顽强

人生》捧回摄影组金奖。

李乃华在贵阳市残疾人

中知名度非常高，不仅是因为

他曾被授予“全国自强模范”

“和谐贵阳 2005 最具时代精

神积极乐观人物” 等多个国

家、省、市荣誉称号，是贵州典

型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典型代

表；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把社

会责任放在心头，长期教授残

疾人国画、摄影。

18 岁那年，李乃华因工受

伤，左臂高位截肢，但他并未

因此被挫败，反而活得更加积

极向上。 上世纪 70 年代，李乃

华师从刘知白先生研习中国

画，曾举办过个人画展，出版

有《李乃华中国画》选集。 上

世纪 90 年代， 李乃华开始发

表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文

学作品。 2000 年起，李乃华学

习摄影，其作品多次在海内外

展出、 获奖……最难得的是，

自 2014 年至今， 李乃华一直

教授残疾人国画与摄影。 在他

看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博

大精深，能提供生生不息的精

神力量，让人的内心变得宁静

而又强大。

“我自己是残疾人，特别

明白残疾人生活的不易。 ” 李

乃华说，国画、书法、雕刻既是

能陶冶性情的雅趣，也能提升

个人的文化涵养。 学习技艺，

一举数得。

贵阳市残联组织的国画培

训班开班后， 李乃华每周都会

给残疾人上课。 至今，已有 20

余名残疾人跟随李乃华学画超

过 5 年。有志者事竟成，在李乃

华的倾心教授下， 几位学员加

入省、 市美术家协会和摄影家

协会， 他们的绘画和摄影作品

不仅在省、 市举办的比赛上屡

屡获奖， 绘画作品还进入拍卖

行拍卖。通过长期习画，大家的

性格更为豁达，心态更加平和，

人生之路越走越宽。

摄影组金奖获得者李乃华：

用传统文化陶冶性情

书法组金奖获得者白银军：

让玉雕和书法相得益彰

贵阳市第七届残疾人工艺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布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