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掏出手机，手指快速
地在屏幕上滑动，

伴随着语音提示，只见赵成
熟练地打开手机 APP， 口中
说出“男装”，搜索界面立马
出现了相关商品， 根据提示
赵成开始挑选起衣服……若
不知情， 很难想象眼前这位
正在熟练操作手机的中年
男子竟是一位盲人。

10 年前， 赵成因为一场
事故双目失明，经历过人生低
谷， 如今的他不仅是一名 IT
软件测试工程师，还是推动信
息无障碍的公益人。 赵成告
诉记者，自己因为推广信息无
障碍公益活动，结识到许多残
障朋友，也得益于这些年杭州
在保障残疾人公共服务方面
的探索， 自己现在开朗了许
多。“无障碍建设不断推进，虽
然我看不见，却没有感觉与社
会脱节。 ”

广西：
加强和规范民政行政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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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推进无障碍建设
改善残疾人生活

盲人有影院 同步听大片

去年 10 月 1 日，“FM89 杭
州之声”主持人雷鸣在杭州图书
馆报告厅为残障人士解说国庆
阅兵仪式。 台上，他讲得生动仔
细，台下，观众挥动着五星红旗，
听得热血沸腾。

这是杭州市残疾人“无障碍
电影”活动之一，从试点以来已走
过 10 个年头。 2010 年，在一次机
缘巧合下，雷鸣为视障朋友解说
了一次电影。 看到朋友脸上跟随
剧情有喜有悲，他感受到视障群
体对电影的渴望，心中便萌生了
坚持做下去的想法。

从写解说稿、 选场地再到组
织大家，都由他一人操办。“最难
的就是撰写解说稿，要站在视障
群体的角度尽量把细节说清
楚。 ”回忆当初，雷鸣也有过不少
心酸，“起初， 好多人都以为这是
一场‘面子工程’。 ”

2013 年， 得知雷鸣的事迹，
杭州市残联主动联系到他，想和
他合作。 双方一拍即合，“无障碍
电影” 正式启动。 在党员志愿者
杜锦虹看来，这是一次“强强联
合”，“雷老师是专业主持人，擅长
讲。我们人手充沛，组织能力强。”
如今，活动分工明确，已形成一支
集讲解、撰写、服务于一体的助残
志愿者团队。

不仅如此，“无障碍电影”的
影响力越来越大，从视障人士到
残障群体，受众群体也越来越广。
杭州城不仅有了无障碍电影院，
还专门成立了送影队， 每个月
25—28 日都会举行“无障碍电
影” 专场活动，2018 年还开始举
办无障碍电影周。

政府掏腰包 住房能改造

在杭州下城区， 一场惠及残
疾人的住房改造正在悄然进行。

来到位于下城区长庆街道柳
营社区的李志潮家， 看看改造前
的旧照片，记者还以为进错了家
门。 照片里墙面斑驳， 各种电线
横七竖八，屋内设施老旧，昏暗拥
挤， 仅有的几件老式家具透着年
代感。 而眼前的房间不仅窗明几
净，墙上还安装了扶手，屋内装饰
一新。

李志潮正在房间里听电视，邻
居陈玉环在帮他张罗着晚饭。他一
把握住记者的手，激动地说道：“要
感谢党的好政策，没想到我一把年
纪了，还有机会改造房子。 ”

患有视力三级残疾， 老伴走
得早， 子女也不在身边，22 年前
搬到柳营社区至今，83 岁的李志
潮靠着低保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独自生活。 视力不好，行动不便，
加之生活不宽裕，对李志潮而言，
想要改善居住环境却只能“望而
却步”。

去年以来，下城区推出“为百
户残疾人、 老年人家庭实施无障
碍改造”，长庆街道首先想到了李
志潮家。 下城区残联和长庆街道
多次上门实地勘察， 对电器线路
和房屋结构进行了风险评估。 去
年 8 月， 装修队正式进驻， 对厨
房、卫生间、卧室和线路等进行整
体改造， 改造期间还掏钱让老人
住宾馆过渡。

提及改造， 李志潮言语间充
满感激：“起初入户调查， 我只提
出换个马桶就行， 没想到政府帮
我把房子都翻新了。 ”细心的工作
人员还特意在门口台阶一侧安装
了扶手，保障了老人的出门安全。

如今， 针对李志潮这样的残
障孤寡老人， 长庆街道还专门安
排了助残员，每天帮忙照顾起居，
也有像陈玉环这样的热心邻居自
愿帮忙洗衣、买菜、做饭。算下来，
这场改造前后共花费 6000 多元，
由下城区和街道掏钱“买单”，李
志潮没花一分钱。

“根据各户实际情况，下城区
已完成 100 户家庭的无障碍设施
免费改造。 ” 下城区残联理事长
杨小明告诉记者，未来，他们打算
将这项民生实事坚持下去。

手语报天气 细节见温情

握紧拳头， 朝向记者伸出食
指； 然后收回食指， 又竖起大拇
指。 眼前这位漂亮的姑娘名叫毛
董莱，有重度听力障碍。她正用手
语对记者说着“你好”。

2018 年国际残疾人日，《杭
州气象》 节目中有了手语播报的
窗口。 毛董莱作为手语主播，用
指尖上的“舞蹈”为广大听障人士
带来最及时的气象信息。

在杭州， 她可是家喻户晓的手
语主播，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最美手
语姐姐”。 虽然主持经验丰富，但首
次挑战气象新闻， 毛董莱还是很紧
张：“气象播报语速快， 而且专业术
语特别多， 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
战。 ”只见修长的手指来回“舞动”，
一旁的工作人员向记者翻译着。

别看气象节目只有短短 5 分
钟， 毛董莱每天下午 3 点就要赶
到杭州市气象局，5 点开始录制。
为啥提前这么久？“就是为了跟气
象主播在开播前多预演几遍，确
保录制时万无一失。 ”她表示。

不同于一般手语的白话表达，
气象预报具有专业性， 毛董莱和手
语团队为此专门进行了相关培训，

“比如橙色预警中‘橙色’的手势应
该要意译，而不能直译。 ”说着，毛董
莱向记者演示起“橙色”的手势。 交
谈间她感叹道， 眼下有越来越多的
志愿者加入进来， 手语气象播报的
队伍不断壮大，这让她感到很欣慰。

一旁的杭州市残联党组书记、
理事长杨英英则认为：“气象预报这
样的节目最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
活，手语播报的加入，就是要在细节
中体现杭州这座城市的温度。 ”

其实， 毛董莱不仅是无障碍
建设的推动者， 也是受益者。 说
罢， 她向记者展示起自己的 C5
驾照， 并伸出大拇指点赞：“只要
出示 C5 驾照， 在杭州还能减免
停车费。”不仅如此，如今在杭州，
残疾人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
并率先实现残疾车装棚改造，主
城区改造 3330 辆，全市 4976 辆。

杭州即将举办 2022 年亚运
会和亚残运会， 无障碍建设更是
任重道远，“希望在我们的努力
下， 届时能有更多的残障朋友走
出家门， 一同享受这场亚运盛
会。 ”杨英英说。 据《人民日报》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广西
民政行政执法工作， 推进民政
依法行政，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
政厅出台《加强和规范民政行
政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
步深化广西民政法治实践。

《指导意见》提出在 2021
年底前，设区市、县（市）民政
部门应确定一个内设部门或
直属单位负责行政执法工作，
通过部门内部整合、 优化结
构、盘活存量等方式，建立专
职执法队伍，实现“一个部门
或一支队伍管执法”。 鼓励结
合地方特点和实际，探索将涉
及多部门、影响面大的民政执
法事项纳入地方政府综合执
法范畴。

《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强和
规范行政执法， 全区各级民政
部门必须全面落实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要求，严格执法程
序，规范执法行为。动态调整完
善民政行政裁量基准， 促进严
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杜绝

“有权任性”、随意执法。
《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民政

部门要创新行政执法方式，推
动执法力量下沉，积极探索设
区市与市辖区整合执法力量，
推行设区市一级统筹执法，破
解市辖区民政部门执法力量
不足、程序不规范的难题。 要
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检
查制度，实现对民政服务机构
的常态检查。 要进一步探索完
善社会组织、慈善捐赠、殡葬管
理、 养老机构监管等民政重点
领域执法协调机制， 实现多部
门联合执法， 提高事中事后监
管效能。

（据民政部网站）

辽宁：
加强农村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工作

近日， 辽宁省民政厅会同
省直 13 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
加强农村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工
作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明确了农村留
守妇女的基本概念， 指出要把
党的领导贯穿于农村留守妇
女关爱服务工作的全过程，在
党委政府领导下，建立健全民
政牵头、部门协同、妇联组织
积极发挥作用、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的农村留守妇女关爱服
务机制。

《实施意见》从加强就业创
业指导、加强精神关爱、加强权
益维护、 加强家教支持服务等
四个方面提出了对农村留守妇

女的关爱服务措施， 涵盖了培
训就业、文化惠民、村规民约、
法律援助、社会救助、家庭教育
等 20 余个方面内容。

《实施意见》指出要着力激
发农村留守妇女的内生动力，
引导农村留守妇女在基层社会
治理中积极作为， 充分发挥农
村留守妇女在家庭文明建设中
的独特作用。

《实施意见》指出要强化责
任担当意识， 落实资金保障政
策，广泛开展宣传引导，建立农
村留守妇女信息台账， 加强农
村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工作的组
织保障。

（据民政部网站）

河北秦皇岛：
建立各类爱心捐助驿站 94个

截至 9 月底， 河北省秦皇
岛市各级妇联组织共在全市城
乡建立各类爱心捐助驿站 94
个， 累计接收捐赠物资 555.13
万元， 成立爱心志愿服务队
500 多个，开展爱心帮扶活动 1
万余次， 服务接受救助家庭 2
万多个。

作为秦皇岛“与爱同行
守望相助”专项行动的一部分，
爱心捐助驿站建设主要是在各
县区主城区的中心广场、公园、
主干道两侧等醒目地段设置一
类驿站； 在困难人口相对较多
的乡镇（街道）设置二类驿站，
统一标识、统一规范管理，用于

收集、存储、转运、分发爱心捐
赠物资。

线下线上互补、 捐赠物
资与志愿服务并举， 是爱心
捐助驿站的最大特色。 驿站
依托爱心企业的“e 购”平台开
设了网上驿站，爱心人士可以
以进价购置物品组合“捐赠
包”， 及时捐赠给有需求的家
庭；同时，组织各类志愿组织、
志愿者，有针对性地提供医疗
救助、心理关爱、家居清洁、日
常照料等志愿服务活动，承
担接收、管理、转送捐赠物资
任务。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