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声音
２０19．3.12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段理

10

� � 3 月 10 日，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在全国政
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
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说， 重度

残疾人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是
最困难和最需要帮助的人，我
们要做好托养服务， 减轻他们
的痛苦，解放家庭劳动力，提高
家庭幸福指数。

据张海迪介绍， 我国有
8500 万残疾人， 占总人口的
6.34%。 其中， 重度残疾人有
2500 多万， 有托养需求的近千
万， 但能够得到服务的只有百
万左右。

“我们要特别关注贫困重
度残疾人， 他们没有独立生活
能力，有的没有亲人，有的长期
卧床、没出过家门，生活非常艰
难。 残疾人家庭的负担很重，为
了照料他们， 家庭成员甚至不

能工作，很多家庭陷入贫困。 因
此， 社会化托养服务是重度残
疾人及其亲属最现实、 最迫切
的需求。 ”张海迪强调。

张海迪指出， 托养服务是
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部分。
做好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也是
扶贫的重要方面。 由政府和社
会组织建立的托养机构， 接收
无人照料和缺乏照料的重度残
疾人，给予照料护理，以及康复
和医疗的帮助， 使他们生活有
保障。 这项工作需要政府支持，
也需要全社会的大力帮助。

据张海迪介绍， 截至 2018
年底， 全国共有托养服务机构
8400 多个，比 2012 年底增长了

近一倍。
虽然目前我国建立了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等制度， 但贫
困低收入地区还缺乏足够的资
金支持托养服务。 从全国范围
看， 残疾人托养服务也还缺乏
统一的制度、标准和资金保障，
托养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也有
待提高。 重度残疾人是最困难
和最需要帮助的人， 要做好托
养服务，减轻他们的痛苦，解放
家庭劳动力， 提高家庭幸福指
数。 为此张海迪建议：

一、 加快完善重度残疾人
托养服务配套政策措施， 完善
资金保障制度。 建议国家相关
部门进一步加强基本公共服

务， 重视和完善残疾人托养服
务补贴、 购买服务和评估监管
等制度， 努力为重度残疾人提
供更好的托养服务。

二、 加快发展农村重度残
疾人托养服务。 充分利用现有
的养老机构、福利设施、医疗机
构、农村集体闲置资源等，建立
健全以社区为依托、 托养中心
为主体的农村残疾人托养服务
体系， 加强和改善农村残疾人
基本公共服务。

三、 提高托养服务的专业
化水平。 将托养服务人员纳入
专业技能岗位设置范围， 按照
专业化、职业化，加快托养服务
专业队伍建设。

3 月 10 日下午， 全国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
体会议，委员进行大会发言。 全
国政协委员、 民建中央调研部
部长陈百灵在发言中表示，应
针对不同养老需求，靶向服务，
重点解决好以照护为主的基本
养老服务。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底， 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41 亿，占总人口 17.3%，也就是
说每 6 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位
老年人。

近年来，各地纷纷探索养老
新模式，如：在养老机构设立医
务室，实现医养结合；建设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为居家老年人提
供助医、助餐、助浴等“十助”服

务。 在各项政策措施综合作用
下，全国养老服务体系、产业规
模、发展环境、服务市场、服务质
量都有了显著提升。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注册养
老机构近 3 万家，社区养老机构
和设施 13 万余家， 各类养老床
位 740 余万张，比 2012 年底增加
超过一倍。 近 2300 万困难老人
纳入政府最低生活保障范围，高
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养老护
理补贴基本实现省级全覆盖，有
效缓解养老难题，让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诸
多老年人从中受益， 获得感、幸
福感普遍增强。

上海作为中国内地第一个
进入老龄化的城市，正在探索超

大城市养老服务模式， 发展居
家、社区养老，推进“长三角养老
一体化”等。 至 2018 年底，全市
有养老机构 712 家、床位 14.7 万
张； 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180
家，日间服务中心 641 家，社区
老年人助餐点 815 家，老年活动
室 5828 家， 郊区示范睦邻点
1000 家；实施“老伙伴计划”，4 万
低龄老年志愿者为 20 万高龄老
人提供互助关爱服务， 老年人

“幸福指数”大幅提高。
中国老龄化发展迅速 ，到

2025 年，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
破 3 亿，养老服务供需矛盾将进
一步显现。 陈百灵建议，应针对
不同养老需求，靶向服务，重点
解决好以照护为主的基本养老

服务。
一是推进居家养老服务专业

化。整合家庭照护支持政策，通过
适老化改造、 上门服务、 家庭病
床，让居家养老得到专业服务。同
时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减轻老年人的经济负担。 二是推
进社区养老服务便利化。 发展城
乡社区为老服务中心， 提供日间
或短期照护服务、配餐陪伴、应急
救助、文化娱乐等，让社区支撑家
庭养老， 以低投入解决 90%以上
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三是推进机
构养老服务标准化。 注重医养结
合， 建立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和评
价标准体系，养老机构向品牌化、
专门化发展， 满足不同群体特别
是高龄、独居、失能、失智老年人

的需求。 四是推进服务队伍职业
化。 加强职业资格认证和业务技
能培训，实行分层分类管理。同时
积极探索机器人等智能照护，提
升科技支撑养老能力。

作为妇联界别的全国政协
委员，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多年
来持续关注留守儿童问题。

今年，翟美卿重点关注农村
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她建议，政

府应进一步加大农村儿童心理
健康教育的投入，注重发动专业
社会组织和公益机构参与儿童
工作，发动社工、儿童心理专家、
公益组织共同参与，推进农村儿
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为农
村儿童从小培养健全的心理创
造良好环境。

2018 年 12 月 2 日， 湖南省
沅江市沅江小学六年级男生持
刀杀母案引起社会深刻反思：该
如何保障儿童的心理健康？

当前，农村儿童已建立较完
善物质保障体系，但在心理健康
环节仍有明显缺失。 农村中、小
学因所处环境相对落后、师资力
量薄弱等问题，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的开展情况不容乐观。 特别是

一些农村学校的留守儿童非常
多，孩子更需要心理辅导。

“部分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
忽视了学生品德培养及心理成长
的重要性。 ”翟美卿告诉记者，在
对广东省农村学校调查发现，有
的学校简单地以思想政治工作取
代心理健康教育,或者以其他学科
教师从事兼职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而且，大部分农村学校并没有
按照教育部纲要， 每两周开展一
次心理健康课程， 农村学校的心
理咨询教育硬件也有待提升。

“加强并监督落实农村儿童
心理健康教育是当务之急。 ”翟
美卿建议，国家应进一步大力度
推动农村地区学校积极开展常
态化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明确机

构配置，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在农
村学校工作评价中的权重，采取
行之有效的措施。

同时， 建立监督管理机制，
指导监督学校开展常态化心理
健康教育，提升农村专职心理教
师的专业水平，为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平台。

“要加大对农村心理健康教
育专项经费拨款，区分发达地区
与欠发达地区标准，加大农村经
费投入，学生年均心理健康教育
经费不低于统一标准，纳入学校
年度经费预算。 ”翟美卿说，根据
《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
色学校创建指标体系》， 原则上
学生年均心理健康教育经费不
低于 10 元， 保证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的正常开展。
此外，翟美卿还提出，要积

极倡导社会慈善力量参与农村
儿童心理健康服务。 加快孵化培
育儿童心理服务志愿组织，通过
鼓励和引导开展政府购买服务、
公益慈善、志愿服务、公益创投
等方式支持志愿服务组织实施
农村儿童心理健康服务项目。 建
立健全农村学校、社会组织和社
会工作联动机制，加快形成社会
工作专业力量协同参与乡村儿
童心理健康保护格局。 将社会工
作专业力量作为慈善资源的有
力补充，鼓励在儿童慈善社会组
织和社会项目中使用社会工作、
心理工作专业人才。

（据公开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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