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轮椅人员通过低踏步的无障碍坡板顺利上车、 平整的路
面和零高差的衔接赶走了恼人的颠簸、各种‘黑科技’

让视障者与听障者能够平等地使用手机……曾经“寸步难行”的
残疾人等来了对他们越来越友好的无障碍生活。

当人们在享用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带来的
便利生活时，难免会发问：每一个人都能无障碍地生活了吗？ 日
新月异的科技能否为他们安上‘平等发展的车轮’？

答案是令人欣慰的。

为每个人的无障碍生活安上
“平等发展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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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 � 9 月 22 日， 第 15 届中国信
息无障碍论坛暨全国无障碍环
境建设成果展示应用推广活动
在浙江大学举行。

“无障碍环境建设体现人文
关怀，是对生命的关切，也是提
高生活质量的方法。 ”论坛一开
始，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对无障
碍事业发展送上视频寄语。 她
说，希望从事无障碍环境建设的
同志和朋友多调研，“带着亲人
般的感情， 到残疾人身边去倾
听， 了解他们的愿望和需求，制
定最科学、 最人性化的标准，推
广最好的设计”。

“我国逐渐步入老龄社会，老
年人的数量和占比都在上升，无
障碍环境的建设也为他们服务。
因此， 建设无障碍环境涉及到保
护每个人的利益，需要加强宣传，
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公众的共
鸣。 ”在评价杭州市的无障碍公益
诉讼时，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 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法学会专职
副会长张苏军肯定地说， 以公益
诉讼保障残疾人出行， 能有效提
升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 让无障
碍成为全社会的自觉意识。

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探索“无障碍”一词背后的
真正含义。 如何发现相关人群对
无障碍环境的真实需求，并一一
满足？ 建设无障碍环境是靠人文
关怀还是靠科技创新？ 打造无障
碍环境背后，又体现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十四五”规划的哪
些题中应有之义？

这些问题不仅事关 8000 多
万同胞生活的获得感、 幸福感，
也决定了无障碍出行如何与新
时代的社会发展同行。

“我们不只适合待在家里”

“之前觉得条条路都通畅，
坐上轮椅后却发现处处有关
卡。 ”深圳市畅行无障碍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罗洪坚感慨说，只
要公共设施在设计之初考虑得
足够充分，市场上出现更多相关
产品，他们完全可以生活得跟平
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人是只适合待在家里
的， 但是很多障碍仍然尚待解
决。 ”他举例说，全国 60 岁及以
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 2.4 亿，失
能和半失能老人则有 4000 多万

人。 对普通人来说，地上一个两
三公分高的小坎儿可能不算什
么，但对于那些腿脚不便，需要
借助轮椅出行的人来说，一道小
坎儿可能就是一只“拦路虎”。

“比如， 我的电动轮椅虽然可以
越过这种小坎儿，但其实是有一
定安全隐患的。 ”

令人欣喜的是，此次论坛除
了发布《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实施第八周年成果，也释放了一
系列国家无障碍环境建设最新
政策与实施项目的利好信息。

会议期间，工信部信息通信
管理局、 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管理司、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
人民检察院八厅、中国残联维权
部、浙江省残联、中国联通等单
位和高校研究机构分别介绍了
在各自行业的无障碍研究成果、
创新做法与经验。

据了解，无障碍环境建设与
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同频共振
主要体现在五大方面：一是信息
无障碍融入全民防疫抗疫新形
势；二是民生无障碍融入全面小
康新时代；三是智慧无障碍打造
中国特色新未来；四是发展无障
碍传递新境界、新使命、新担当；
五是提升无障碍推动“杭州模
式”新探索。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攻坚之年，也是国务院《无
障碍环境建设条例》颁布实施的
第八年。 ”此次论坛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今年，国家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规政策密集出台。

从民法典首次在国家基本
法律中规定无障碍环境建设内
容， 到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面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指导
意见； 从开展城市居住社区建
设补短板行动， 到完善铁路购
票服务等系列政策……在各部
门的通力协作下， 我国城乡无
障碍环境建设水平稳步提高，
为促进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奠
定了基础。

不过，“因为缺乏技术的支
持，视障人获取信息受限”“老人
因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扫健康码，
被公交车拒载”一类的新闻提醒
着人们，信息无障碍、出行无障
碍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

“新时代小康生活呼唤信息
无障碍的春天。 ”名为“无障爱使
者”的青年志愿者团体在此次论

坛上发出了《做“无障碍天下”使
者》的倡议。

他们来自清华大学学生无
障碍发展研究协会、中国青少年
无障碍发展使团、全国无障碍通
用设计研修营和浙江大学。 正如
倡议中写道：“我们希望不同年
龄、性别、文化、宗教、社会生活
习惯和身心功能状态的人都能
自由、 平等地获取和处理信息。
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共享信息
革命所带来的红利，共享新时代
科技与人文相融的温暖。 ”

“让大家意识到无障碍环境
的重要性，并争作‘无障碍天下’
的使者，就是我们的工作。 ”作为
志愿者团队的一分子，吴冰冰直
言， 当数字化应用遍及各行各
业， 当大数据包揽各个方面，总
有一些人不知所措、 窘迫犯难。
在她看来，要想“不让一个人掉
队”， 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或
消除信息交流和出行的障碍。

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破除
各种障碍也需要久久为功。

从事志愿服务工作 6 年后，
唐占鑫发现，现在大家对无障碍
环境建设的关注度明显提高了。

“不仅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开始参
与到无障碍环境的建设中来，也
有很多人开始学习无障碍的专
业知识，他们从最初的受益者变
成了推动者。

从 2014 年起，唐占鑫与团队
的小伙伴们一起从残疾人的角
度去体验北京市各个角落的无
障碍设施，并且学习无障碍的专
业知识。“久而久之，大家能够更
精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推动当
地社区无障碍设施等不断改进。
比如无障碍通行的坡道，什么角
度、 什么材质的坡道更友好，大
家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

在设计源头立“通行”原则

在此次论坛上备受好评的
全国无障碍设施设计十大精品
案例，就是一个明证。

荣登榜单的既有无障碍专
项设计等实体项目———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无障碍系统设计、杭
州西湖湖滨区步行街无障碍环
境改造、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
赛训练馆、北京市残疾人职业康
复和托养服务中心，也有反映城
市、交通、校园中无障碍环境建
设设计的最佳方案———《北京无
障碍城市设计导则》、 冬残奥会
无障碍技术指南图册，《高铁雄
安站无障碍设计图示图集》、《清
华大学校园总体规划无障碍专
项》、《西湖大学无障碍环境建设
指南及图示》等。

“从飞机到高铁到地铁，从福
利设施到冬残奥会场馆， 这十大
精品案例均是涉及我国的大型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 ”有评委表示，
这些案例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
是首次将无障碍在设计环节落地
见效， 探索了我国无障碍环境建
设新方法、新路径和新机制。

“设计为建设之本，设计也为
无障碍之源。通过树立样板，建立
机制、健全责任，能够保证无障碍
理念的融会贯通、指导实践，也才
能避免弯路、 避免返工、 避免浪
费、避免留憾。 ”有专家指出，在设
计之初就立下“通行”原则，可以
使无障碍环境建设从源头做起，
避免以往“反复调整、反复修改，
却难以达标”的资源浪费。

不妨参考一下较早推行无
障碍化的日本吧。 公开资料显
示，1990 年， 在东京 470 个地铁
站里， 无障碍电梯数量几乎为
零。 随后，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
推动下，地铁、电车和公交车等
公共设施开始迅速无障碍化。

按计划，在 2020 东京奥运
会举办前 ， 东京地铁将会在
98%的车站实现无障碍出行，并
在所有车站修建无障碍卫生
间。 此外，在日本街头常见的福
祉车也被视为“科技造福生活”
的体现。

以本田奥德赛锐·混动福祉
车为例，其第二排右侧固定座椅
被调整为可移动升降式座椅，它
可以一键实现电动升降、旋转和
调整高度。 当座椅伸展至车外，
其高度可与轮椅高度相匹配。 待

用户坐稳后，座椅会上升转入车
内，复位在相同位置，全程运行
仅需 30 秒左右。

事实上，本次论坛与活动选
址杭州，本身就具有城市无障碍
的示范作用和典型意义。 目前，
浙江省及杭州市正举全市之力
落实“迎亚（残）运”无障碍环境
建设行动计划（2020-2022 年）三
年行动。

从成为“全国商业步行街样
板” 的杭州西湖区湖滨步行街无
障碍环境建设，到利用互联网、大
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现信
息无障碍服务，打造“智慧城市大
脑”，杭州市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首
创意义的“无障碍市镇”“无障碍
街区”“无障碍社区”典型案例。

有人说，一座城市的无障碍
化友好程度，直接体现了城市管
理者、建设者的规划、建设、管理
的意识。 但其实，在打造无障碍
环境的过程中， 暖心的语言与
“黑科技”同样重要。

“我们要加强对通用无障碍
理念的宣传，将‘平等、融合、共
享’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每一项
科技发明都以‘通用’ 为出发
点。 ”正如《做“无障碍天下”使
者》所倡议的那样，每个人都可
以为推广通用献智慧，都可以成
为无障碍的行动者。

“在大学的课堂讲‘通用’，在
设计师的脑海扎根‘通用’，在工
程施工人员的心中强化‘通用’，
用我们的智慧为科技无障碍增光
添彩。 ”吴冰冰畅想说，总有一天，
让听障人“看”见声音，让视障人

“听”见文字，让肢障人畅行天下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回到公司后，罗洪坚立马和
电动轮椅研发团队开始了“头脑
风暴”。 他期待着推出下一代新
产品。“希望下一代电动轮椅更
安全、更轻便、动力更强，售价更
便宜，能让更多有需要的人体验
到无障碍出行的快乐！ ”

在回北京的高铁上，唐占鑫
还在为刚刚成立的“无障碍建筑
师志愿使团”忙碌着。“对于从设
计源头打造无障碍环境这件事
来说，专业建筑师的加入可能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她看来，创
建无障碍城市是一项不折不扣
的系统性工程， 需要多方联动，
也需要全民参与共创。

张海迪说，无障碍环境不仅要
建设好，更要管理好。“建设文明科
学完善的无障碍环境，需要各个部
门和单位的共同努力，需要发挥不
同行业的优势和潜力。 ”

她说， 自己有一个愿望，“让
爱护无障碍设施成为道德规范和
公民自觉。 ”在一个文明、和谐的
社会， 所有人都应该享受平等和
尊重。在一个愈发富强、自信的中
国，无障碍出行、无障碍地享受公
共服务和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也
应该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据《中国青年报》）

工作人员操作升降平台，帮助使用轮椅的人士登上无障碍大巴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