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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产品追溯委员会主任王仕杰向记者展示导盲犬防伪追溯码
（图片来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以心换心： 精心打造换来
宾至如归的体验

为充分检验冬奥场地设施、
场馆运行和服务保障，2021 年 10
月初开始，“相约北京”系列测试
赛有序开展。 作为其中唯一一个
残疾人体育赛事，2021 年轮椅冰
壶世锦赛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
方”举行。 赛事中，相关无障碍设
施和无障碍服务受到广泛认可，
充分彰显东道主细致入微的人
文关怀。

世界冰壶联合会主席凯特·
凯斯尼斯夸赞：“国家游泳中心
是我经历过的历届冬奥会中最
棒的冰壶场馆。 运动员更衣室、
无障碍坡道等设施的设计非常
精巧，考虑十分周到。 ”

广泛赞誉源于场馆设计者
和建设者设身处地、以心换心的
付出。

据国家游泳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 国家游泳中心的看台无
障碍座席及卫生间均比原来增加
了一倍，将作为永久设施保留;最
佳观赛座席留给残障人群; 除了
运动员、裁判组拥有专用坡道，组
委会也为媒体看台设置了坡道，
方便残疾人记者参加报道。

不只在国家游泳中心，在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轿厢式缆
车可供轮椅使用， 轿椅式缆车
满足下肢残疾运动员带滑雪器
使用 ;在北京冬残奥村，所有入
口使用平坡入口， 一条人行暖

廊道路南北贯通;在张家口冬残
奥村，下沉广场设计建设了符合
坡度要求的多折木质坡道，方便
残疾人通行。

要真正保障残疾人享有高
水平参赛观赛体验，不仅需要完
备的无障碍设施，更要有周到的
无障碍服务。

据了解，北京冬残奥村专门
开发了无障碍智慧服务平台，赛
时通过手机 App 为残疾人提供
无障碍路线导航。 此外，“冬奥手
语播报数字人系统” 正式上线，
已在冬奥会期间投入使用，服务
广大听障人士。

一个个细致入微的设计安
排， 只为让北京冬残奥会成为
有爱无“碍”的世界残疾人体育
盛会。

一诺千金： 系统整治提升
举办城市温度

“北京的无障碍环境服务保
障水平，已经符合简约、安全、精
彩的办赛要求。 ”2022 年 2 月 20
日，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
长董连民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按照主办城市合同以及国
际残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相关
要求，为认真落实北京申办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时有关无
障碍环境的承诺，近年来，北京、
张家口等冬残奥会举办城市不
断提升无障碍环境水平。

2018 年 9 月 7 日，北京冬奥
组委、中国残联、北京市政府、河

北省政府联合印发《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
南》，从信息无障碍、城市无障碍
设施、无障碍交通、社会环境与
服务无障碍、无障碍培训等内容
提出原则要求和详细参数。

2019 年 11 月， 北京市启动
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 2019-2021
年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从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周
边到四环路以内地区，再到城市
副中心，北京市围绕重点区域城
市道路、公共交通、公共服务场
所、 信息交流等 4 个重点领域，
累计整治整改点位 33.6 万个，精
心打造了 100 个无障碍精品示
范街区、100 个“一刻钟无障碍便
民服务圈”， 首都城市功能核心
区、冬奥会冬残奥会赛事和服务
保障相关区域基本实现无障碍
化。 新颁布实施的《北京市无障
碍环境建设条例》建立“群众提
需、专班推动、条牵块做、网格管
护、社会评价”的社会治理模式，
无障碍环境规范化、 精细化、社
会化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在张家口，改变也在发生。
近年来， 张家口持续补短

板、强弱项、固基础。 截至 2022
年 1 月， 共改造盲道 358.58 千
米，缘石坡道 4422 处，无障碍卫
生间 680 个， 设置无障碍电梯、
升降平台 101 处，无障碍停车位
805 个，公共场馆无障碍座席 148
个， 接待和服务区域低位设施
176 处，宾馆、酒店无障碍客房 83
间，无障碍公共服务网站 38 个，

方便残疾人工作生活。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一项长

期性、持续性的社会建设工作。 ”
张家口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将进一步解决好无障碍
设施不规范、不到位、不系统的
问题。

风气渐浓： 引领带动各地
无障碍事业蓬勃发展

北京冬残奥会的筹办 、举
办不仅促进举办城市提升无障
碍建设水平， 更成为引领带动
全国无障碍事业蓬勃发展的重
要机遇。

据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
部长杨金奎介绍，组委会积极规
划做好冬残奥会可持续和遗产
工作，按照工作规划，在筹办工
作中深入宣传推广包容性社会
理念，关注无障碍意识提高和无
障碍环境建设，通过筹办冬残奥
会对政府决策和公众观念产生
积极影响。

如今， 华夏大地扶残助残
风气渐浓， 无障碍理念日益深
入人心。

“打造中国机场无障碍环境
精品，把中国民用机场建设成为
安全、便捷、舒适、温馨的无障碍

家园。 ”2021 年 5 月 20 日，39 家
千万级机场向全国同业发出《中
国民用机场无障碍环境建设倡
议书》。 近年来，各大民用机场
把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四型
机场”建设，取得了系列丰富成
果。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是其
中典范。

不只在交通运输领域，《“十
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
划》将加强学校无障碍设施设备
建设配备作为“十四五”时期发
展特殊教育重点任务; 新颁布的
《法律援助志愿者管理办法》将
“为有需要的残疾受援人提供盲
文、 手语翻译等无障碍服务”纳
入法律援助志愿者的服务范围 ;
一批互联网企业、基础通信运营
企业正有序开展互联网应用适
老化及无障碍改造，助力信息无
障碍……

无障碍设施和无障碍服务
日益完善，为残疾人融入社会生
活扫除障碍，成为社会文明发展
的靓丽名片。

“推动建设‘平等、尊严、适
用’的无障碍环境，对促进社会
文明进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
意义。 ”杨金奎说。

（据新华社）

� � 设置方便轮椅出入的坡道、 在公共服务场所安装低位柜台……这些细节透露出的
关爱，是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的关键。

无障碍设施建设，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的标志。 近年来，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快速
发展。 而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冬残奥会不仅推动北京、张家口等举办地无障碍建设水平大幅
提升，还影响带动各地无障碍环境建设高质量发展。

让残疾人生活有爱无“碍”
冬残奥会举办带动我国无障碍事业发展

导盲犬助力北京冬残奥会 首次佩戴追溯防伪标识
� � 导盲犬一直被称为视障人
士的“第二双眼睛”，它是盲人生
活中最温馨、最体贴、最忠诚的
陪伴。 记者了解到， 将于 3 月 4
日至 13 日举行的北京冬残奥会
上，会有一群特殊的“志愿者”参
加———导盲犬。 这些导盲犬由中
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精心
训练，经过国家有关部门专家测
试， 首次佩戴追溯防伪标识，将
提供给盲人运动员使用。

2 月 25 日，中国助残志愿者
协会、中国盲人协会携手中国导
盲犬（大连）培训基地及多家爱
心志愿服务单位，在北京举办了
一场“献礼冬残奥冰雪绽放、致
敬无障爱大美憧憬”大爱连心导
盲犬系列分享活动。

我国导盲犬事业经历了从
无到有。 从 2008 年北京残奥会
首次由导盲犬引领盲人火炬手

平亚丽登台传递圣火，到如今中
国导盲犬又将助力 2022 北京冬
残奥会，这向前引领的每一步都

是国家和社会文明的具体体现。
据介绍，这次助力北京冬残

奥会的导盲犬首次佩戴了拥有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防伪追溯
码。 通过追溯码，人们可以清晰
地了解该导盲犬的血脉、 年龄、
受训以及“服役”等十几项详尽
信息，此举也是为了让导盲犬更
便捷融入到公共服务领域，为视
障人士提供更好更称心的品质
服务。

记者了解到，首次为导盲犬
佩戴的“防伪追溯码”来自中国
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网络平台。 该
平台是由科技部国家防伪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
管理学会联合打造的国内权威第
三方追溯平台。 该平台“一物一
码” 的防伪追踪技术拥有完整的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平台提供的
智能支撑， 也能够为中国残疾人
与适老化辅具科技智能产品等建
立诚信体系开辟新的创意。

在北京市日前颁布实施的

《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中，有关导盲犬的条文列入了地
方法规，明确公共场所不得拒绝
持证导盲犬进入。 法律法规的保
障将带来人们观念和行动的改
变，也为今后的执行、维权等提
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约有 1731 万视力
残疾人，世界各国都将导盲犬作
为帮助视力残疾人的一项社会
福利。 导盲犬作为视力残疾人的
出行伴侣，是视力残疾人日常生
活的重要辅具，是衡量一个国家
的社会福利发展程度以及社会
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导盲犬的
培训与推广工作对我国的两个
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助残志愿阳光使者张
嘉树表示，期待中国导盲犬与冬
残奥军团共同见证高光时刻，再
次成为焦点。

■ 本报记者 李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