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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示范标杆作用

99月月3030日至日至1010月月77日日，，““党在我心中党在我心中 献礼建党百献礼建党百
年年””深圳残疾人书画深圳残疾人书画、、摄影展在深圳福田文化馆摄影展在深圳福田文化馆··福田画福田画
苑举行苑举行。。本次展览由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本次展览由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深圳市深圳市
羊城晚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羊城晚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挥毫泼墨挥毫泼墨，，舞动丹青舞动丹青，，
此次展览旨在集中反映深圳残疾人听党话此次展览旨在集中反映深圳残疾人听党话、、感党恩感党恩、、跟党跟党
走的主旋律和朝气蓬勃走的主旋律和朝气蓬勃、、热爱生命的精神面貌热爱生命的精神面貌，，并凸显深并凸显深
圳残疾人在大湾区的文化驱动力圳残疾人在大湾区的文化驱动力，，激励深圳残疾人事业激励深圳残疾人事业
在在““十四五十四五””规划的新起点上规划的新起点上，，再创新局面再创新局面、、新佳绩新佳绩。。

这是深圳大力发展残疾人文化体育事业的一个缩这是深圳大力发展残疾人文化体育事业的一个缩
影影。。记者了解到记者了解到，，深圳残疾人文体人才不断涌现深圳残疾人文体人才不断涌现，，近近55年年
获得各项文艺奖项获得各项文艺奖项300300多个多个，，展现了全市残疾人在党的展现了全市残疾人在党的
领导下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艺术风采领导下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艺术风采。。

让人惊喜的是让人惊喜的是，，不仅仅是文化体育事业不仅仅是文化体育事业，，近年来近年来，，在在
深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残疾人事业加快发展全市残疾人事业加快发展，，残疾残疾
人社会保障人社会保障““提标提标、、扩面扩面””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残疾人事业残疾人事业
““六个全国率先六个全国率先””凸显示范标杆作用凸显示范标杆作用：：率先建设无障碍城率先建设无障碍城
市市；；率先实现残疾人率先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率先构建社会率先构建社会
化康复救助服务模式化康复救助服务模式；；率先建成康复辅具产业孵化平台率先建成康复辅具产业孵化平台；；
率先实现全市残疾人群体和残疾人服务机构商业意外伤率先实现全市残疾人群体和残疾人服务机构商业意外伤
害险全覆盖害险全覆盖；；率先启动完成市级残联群团改革率先启动完成市级残联群团改革。。

目前目前，，张莹莹张莹莹、、邱浩海等获评全国残疾人自强模邱浩海等获评全国残疾人自强模
范范。。深圳连续两届荣膺全国无障碍环境建设示范城深圳连续两届荣膺全国无障碍环境建设示范城
市市，，残疾人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残疾人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康复是残疾人参与一切活动的前提，是残疾
人最迫切最现实的需求。记者了解到，作为“科
技之城”的深圳发挥生物医学、基因工程等领域
的科技领先优势，实施残疾预防工程，推动将“无
创产前基因检测”“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等纳入
政府民生工程，全面提高出生缺陷防控能力。

除此之外，构建“政府补贴、社会运营、市场
竞争”残疾儿童救助康复新机制，率先在全国构
建社会化康复救助服务模式，吸纳 157 家社会
力量参与康复服务，有效弥补了康复供给的不
足。据统计，2020年深圳全市资助残疾儿童超
过 7000 人，康复训练经费投入超过 3 亿元，残
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基本实现。

深圳市残联积极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以
实现残疾人共同富裕为目标，不断增强残疾人
获得感幸福感。深圳率先构建了完善的残疾人
创业就业支持体系，形成了“产业扶残”“商业惠
残”“科技助残”残疾人就业创业新模式。据统
计，2020年深圳共有8206名户籍残疾人实现就
业，就业率达54.08%。

作为国家康复辅具器具产业综合创新试点
城市之一，深圳还大力推动辅具器具服务和产业
发展方面。据介绍，近5年来，深圳共为22492
名本地户籍残疾人适配辅具31101件，帮助残疾
人改善身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建设覆盖全市
的辅助器具借用网络，率先面向全龄全人群提供
借用服务。截至目前，全国首个辅具研发创新基
地和创客孵化空间——深圳市无障碍孵化空间，
入孵企业、团队及社会组织已达24个。

值得一提的是，助力全市疫情防控，今年5
月以来，深圳市残联先后安排17名工作人员连
续两天下沉街道社区参与疫情防控。暂停残疾
人服务机构培训和残疾人就业招聘会，落实残
疾人服务机构、助残社会组织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积极鼓励残疾人、残联工作者及时接种疫
苗，实现全市残疾人零感染。

“建设无障碍城市，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
归属感”。作为全国无障碍城市建设的策源地
和发轫地，深圳以高质量建设无障碍城市为抓
手，全面促进城市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城市发展
温度亮度。深圳坚持政策先行，从构筑无障碍
城市文化、建立无障碍城市规则、共建无障碍设
施环境三个层面，来消除残疾人及其他有需要
者生命周期和生活环境“障碍”，促进全体居民
融合发展共同进步。

据介绍，深圳坚持政策先行，大力构建系统
无障碍建设体系，形成“1+1+N+X”无障碍政策
体系（1 个行动方案、1 个无障碍城市中长期规
划、N 个无障碍城市规范标准，X 个无障碍城区
方案和规划），构建了法规政策、标准规划、责任
落实、宣传督导的无障碍城市建设工作机制，形
成了无障碍城市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实现了部门联动、市区联动、各方联动，在点、
线、面上做到“有策可执、有规可依、有法可循、
有标可贯”。今年 9月 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
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正式实施，以地方法规刚
性约束促进无障碍城市建设水平。

与此同时，深圳高起点、高标准建设完善无
障碍设施，开展福田中心区、深圳湾超级总部等
7个无障碍建设示范街区。全面实施居家无障
碍改造，打造首批无障碍公园，完善旅游景区无
障碍设施和服务。经深圳市委、市政府研究同
意，积极推动建设深圳市残障者无障碍服务中
心、市托养康复中心、市无障碍公园和市助残电
召服务中心等“四个一”工程。

目前，深圳市残障者无障碍服务中心已完
成设计招标，正在进行概算审批。深圳市托养
康复中心已经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正在进行
初步设计和概算编制。深圳还建成市助残电召
服务中心，整合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为残疾
人提供法律援助、政策咨询等多项服务。近年
来协调交通等部门，投放1721辆无障碍踏板公
交车、60辆电动无障碍出租车，助力残疾朋友
无障碍出行。

培育无障碍文化，深圳在努力。记者了解
到，深圳还编制了无障碍城市市民行为规范和
中小学课堂知识读本，推动将无障碍城市建设
知识纳入中小学安全教育平台。推动成立深圳
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等多个无障碍社会组织，
成立无障碍建设评估评测专家库，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无障碍建设。并建立无障碍设施试用专
业评测队伍，形成市、区无障碍督导队+社会化
的督导工作机制。

记者了解到，大力发展残疾人
文体事业，不断守护残疾人健康，
活跃文体生活，只是深圳残联系统

“全面建设无障碍城市，全面关爱
帮扶残疾人”的重点举措之一。近
年来，在深圳市委坚强领导下，全
市残联系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抓

“双区”驱动和“双区”叠加的重大
黄金发展机遇，围绕残疾人全生命
周期和全生活场景谋划工作，以消
除障碍融合社会为着力点，广大残
疾人可感知、可量化、有温度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据介绍，今年以来，深圳市残
联以加强党的建设为统领，高质量
开展主题教育，组织党员干部到中
英街博物馆、市党史馆、市革命烈
士陵园等参观学习，实施爱心上门
评残、向残疾儿童捐赠益智学习用
具等一批“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
为民办实事、解难事的实际行动。
同时，把抓党建作为最大业绩，持
续推动党建工作与残疾人工作“双
融双促”。深圳残疾党员、市雨燕
残疾人关爱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张
莹莹荣获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是全国残疾人中唯一获此殊
荣的个人，这也是她当选全国自强

模范后荣获的另一国家级荣誉。
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方面，深圳

市残联以残疾人保障为重点，不断
强化残疾人权益维护。不仅高标
准落实社会保障，实施困难残疾人
100%“应保尽保”，100%落实残疾
人生活和护理两项补贴，形成了覆
盖面最广的残疾儿童康复补贴机
制，为户籍持证重度残疾人办理重
特大疾病补充医保，残疾人各类福
利标准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有
力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缓解了残
疾家庭康复负担；还为全市持证残
疾人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及康复
服务机构团体意外险，减轻残疾人
生活负担。

同时，深圳市残联积极发展融
合教育，不仅持续落实“南粤助学”
工程，助力困难残疾儿童少年接受
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
还大力推进融合教育，推动学校建
设资源教室，配备特教师资，为有
需要的学生就近就便入学提供支
撑。此外，深圳市残联还建立了残
疾人法律服务站，组建残疾人志愿
律师队伍，构建起领先全国的残疾
人志愿法律援助服务机制。针对
残疾评定、辅具适配周期长等“急
难愁盼”问题，推动残疾评定权限
下放，优化缩短辅具适配周期。

不久前刚在深圳闭幕的第十七
届文博会上，第十四届“中国工艺
美术文化创意大赛”评选结果正式
揭晓。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界最高规
格的评选活动之一，135 件作品在
全国推荐的 1286 件参评作品中脱
颖而出，荣获金奖。其中，就有深
圳优秀残疾人艺术创作者、聂氏麦
秆画第六代传承人聂亚平，与父亲
一起创作的麦秆画《唱丰收》。

据了解，聂亚平于2013年大学
毕业后来到深圳，开始时她边工作
边利用闲余时间制作麦秆画，之后
干脆全职投入麦秆画的创作中。为
帮助推广麦秆画这项优秀传统文
化，深圳市罗湖区政府积极帮扶聂
亚平与社区、学校对接，让麦秆画
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中。如今，聂亚
平拥有自己的公司和工作室，还免
费为残疾人开放麦秆画教学。“深
圳是座包容的城市，感谢政府的宣
传和推广，既然麦秆画已经在深圳
扎根，我就要让它开出更好、更灿

烂的花儿。”
除了聂亚平，深圳还有许许多

多在全国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
残疾人书画艺术家。今年 8月，广
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公布了第九届广
东省残疾人美术作品大赛获奖名
单，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荣获“优
秀组织奖”，深圳还有8件作品荣获
一、二、三等奖。深圳残疾人书画
艺术已然成为深圳文化的一个重要
品牌。

据介绍，此次获得第九届广东
省残疾人书法美术作品大赛一等奖
的三名作者及代表作分别为：深圳
罗湖书画爱好者张玲霞及其书法作
品《胸怀恰似联》、深圳罗湖肢体残
疾人高珊及其绘画作品《五瑞图》、
深圳罗湖听力残疾人李先强及其摄
影作品《鹏城晨曦》。

值得一提的是，张玲霞和高珊
还是“龄方画院”的师生关系。原
来，张玲霞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

法家协会会员，2010年曾在深圳博
物馆举办个人艺术展。2011年，在
深圳罗湖区政府各部门的支持下，
张玲霞在罗湖创办了龄方画院。罗
湖区残联委托龄方画院为辖区残疾
人书画爱好者开展培训，组织各类
专题讲座、研讨会和丰富多彩的展
览活动。

龄方画院为辖区残障人士与书
画艺术世界搭建起“无障碍桥梁”，
深受大家欢迎。高珊就是其中出勤
率最高、坚持学习时间最久的学员
之一。此次荣获省一等奖，高珊十
分开心地表示：“感谢深圳残联各
级部门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提
供培训学习机会和展示才华的平
台。”

据介绍，龄方画院自成立至今，
曾连续多年参加全国、省、市、区举
办的残疾人书画展、手工艺术品展
及陶瓷艺术展等活动并取得优异成
绩，还荣获“广东省文化创意基地”
称号，深受社会各界好评。

“这些作品让我很感动，它们
有的墨彩飞扬，有的刚劲有力，有
的灵动潇洒，有的意境深远……各
有所长，真的非常棒！”十·一期间，
深圳市民刘先生带着家人“打卡”
了此次深圳残疾人书画、摄影展，
他由衷地表达了对深圳残疾人朋
友精彩作品的欣赏，“为咱们深圳
的残疾人朋友‘点赞’！”

据了解，此次展览之前，深圳
市残联特意为全市残疾人艺术爱
好者准备了线上专家授课，涵盖党
史、书法、绘画、摄影四大类别，并
提供录播回放。一个月的课程学
习下来，不少学员在交流群里发表
学习感言：“感谢老师热心地线上
授课，为学员讲解清晰，内容丰富
多彩，对来自不同区（新区）的学员
挑选图片进行点评，都很到位！”

“讲得真是太好了，无论从对画作
的分析还是散发开来的感情感悟，
都让我获益匪浅。”

在 9 月 14 日深圳市残联组织
的百人户外线下采风中，学员们的
热情好学也与授课老师们的敬业专
业碰撞出了精彩的火花。在老师们
的带领下，学员们参观了深圳市东
江纵队纪念馆、大万世居两大景

点，大家边交流、边切磋，不仅收获
了满满的友谊，还收集了丰富的创
作素材。学员吕昀的摄影作品《寻
找》，就在深圳市东江纵队纪念馆参
观过程中诞生；学员王毅强的摄影
作品《焦点》，则在大万世居摄影老
师与学员的积极互动中捕捉到。

9月 15日，深圳市残联组织专
家对前期面向全市召集的数百幅
优秀作品进行了公平、公开、公正
的严格评选。经过层层 PK 选拔，
包含 14 幅绘画作品、14 幅书法作
品和 13 幅摄影作品在
内的 41 幅优秀作品脱
颖而出，成功入围本次
深圳残疾人书画、摄影
展，与深圳市民在十·
一黄金周期间见面。

9 月 30 日举行的
展览开幕式上，主办方
还为入围展览的 20 位
优秀残疾人创作者代
表颁发了荣誉证书。
深圳市残联党组成员、
副理事长尹葵表示，近
年来，深圳残疾人文化
事业不断进步，残疾人
通过参加文化活动增

强自信、增进交流，残疾人文化需
求得到进一步满足，残疾人文体
活动参与率不断提升。站在第二
个百年的新起点上，站在深圳“双
区驱动”“双区叠加”发展的新起
点上，深圳市残联将以此次展览
为契机，团结带领深圳残疾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推动残疾
人事业现代化，让残疾人实实在
在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说得
出”的发展成果，为实现第二个一
百年目标而努力奋斗。

文文 // 王 俊王俊 张巧敏张巧敏 图图 // 王 磊王磊

深圳连续两届荣膺全国无障碍环境建设示范城市，残疾人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深圳残疾人事业深圳残疾人事业：：

六个全国率先

深圳残疾人书画深圳残疾人书画、、摄影展精彩纷呈摄影展精彩纷呈

深圳残疾人书画艺术家屡次获奖深圳残疾人书画艺术家屡次获奖

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强化残疾人权益维护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强化残疾人权益维护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晓旭报道：10
月 18日，龙岗区住建局启动由龙岗区
政府投资建设的安居回龙雅苑、宝澜雅
苑、宝锦华庭共三个安居型商品房项目
的配售工作。记者注意到，三个项目涉
及的安居型商品房房源共有 2337 套，
均价最低约1.8万元/㎡。

根据龙岗区住建局发布的消息，安
居回龙雅苑安居型商品房位于深圳市
龙岗区龙城街道愉龙路与盐龙大道交
会处。项目共有安居型商品房房源540
套，其中：两房户型房源360套，户型建
筑面积约为 69㎡；三房户型房源 180
套，户型建筑面积约为83㎡。项目为毛
坯房，配售均价为24635元/㎡，预计交

付使用时间为2022年7月31日前。
宝澜雅苑安居型商品房位于深圳

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一路与清风大
道交会处。项目共有安居型商品房房
源1217套，全部为三房户型，户型建筑
面积约为95㎡。项目含装修，配售均价
为 18554.94 元/㎡，预计交付使用时间
为2023年1月31日前。

宝锦华庭安居型商品房位于深圳
市龙岗区宝龙街道沙荷路与宝沙一路
交汇处。项目共有安居型商品房 580
套，其中：两房户型房源97套，户型建
筑面积约为 69㎡；三房户型房源 483
套，户型建筑面积约为 95㎡。项目含
装修，配售均价为 19230.92 元/㎡，预

计交付使用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31 日
前。

龙岗区住建局表示，本次安居型商
品房的配售对象共有两类，分别是深圳
市安居型商品房在册轮候人，以及相关
条件的领军人才。在房源安排上，单身
居民及二至三人家庭可认购上述单个
或多个项目的两房户型；领军人才、四
人及以上家庭可认购上述单个或多个
项目的两房户型或三房户型。

另外，本次配售采取网上在线和现
场两种方式看房。因疫情防控需要，龙
岗区住建局提倡有认购意向的家庭采
用网上在线看房的方式，了解项目户型
及房源信息。

深圳2337套安居房启动申购

深圳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尹葵（右三）与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专职编委胡泉（右）观展

深圳大力建设无障碍设施“让城市更有温度”
（深圳市残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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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促进残疾人康复就业促进残疾人康复就业
增强残疾人幸福感增强残疾人幸福感

深圳残疾人书画、摄影展览现场

深圳连续两届荣膺全国无障碍环境建设示范城市（深圳市残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