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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捐一元 乐善助残
爱心市民纷纷慷慨认捐
千份筹款目标完成近半

! ! ! !在第 !" 次全国“爱耳日”前
后，全市各区都紧扣本次“爱耳日”
主题：“关爱听力健康，落实国家救
助制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
教育活动。

在杨浦区，区残联邀请市东医
院眼耳口鼻科专家医生在定海路
街道为广大居民提供义诊咨询服
务，普及听力健康知识，宣传康复
政策和国家救助制度。同时，活动
现场还为广大居民们提供法律咨
询及爱心义卖活动，并联合“婆婆
妈妈工作室”为居民提供心理咨询
等便民服务，丰富了宣传内容，加

大了宣传力度。同时，区残联还邀
请杨浦区中心医院五官科专家在
殷行街道开展“爱耳日里话爱耳”
专题讲座，让社区居民了解耳朵的
构造、听力的产生、预防、治疗和儿
童、青年及老年耳部保健。

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阳光康
复中心）举办“拥抱阳光”爱心公益
医疗服务系列活动，为市民提供免
费医疗服务。由医治护人员组成的
阳光“蒲公英”志愿者服务队还走
进社区开展义诊志愿服务，通过健
康检查、现场指导等方式为社区居
民提供服务、宣传爱耳知识，让大

家认识到了爱耳护耳的重要性。
嘉定区残联也联合嘉定区卫

计委分别在嘉定中心医院及嘉定
区残疾人综合活动中心#阳光天
地开展“关爱听力健康，传递关爱
温暖”大型义诊活动，涵盖中医内
科、全科、五官科等各类科室的义
诊服务。

全市各街道也充分发挥各自
特长，布置宣传专栏和黑板报，发
放宣传折页等，进行康复知识的
宣传及国家救助制度政策的咨
询，营造关爱、帮助听力障碍者的
良好氛围。 孙云

!爱耳日"各区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免费查听力 学耳部保健

$%

! ! ! !民有所盼，我有所为。在大调研活动中，闵行
区残联了解到，区内残疾人最关注的三个问题是
提高就业质量、重度残疾人机构养护和孤独症人
士等特殊困难群体援助。区残联从这三大领域破
题，创新多项举措，在全市 &'个区中率先出台《闵
行区关于进一步促进残疾劳动者就业的实施意
见》，在国内出台首个由区政府印发的《闵行区孤
独症群体援助体系建设实施意见》，一座面向 '"

岁以下重度残疾人特别是肢体和智力重度残疾人
的寄养机构也正在研究筹划中。众多成绩的
取得，得益于闵行区创新理念和机制，健
全基层残联组织，开门办事业，众人来
拾柴。在近日举行的中残联基层组织
建设会议上，闵行区的这一工作
经验在全国进行了交流推广。

形成合力助就业

!"&'年(月起，借群团
改革东风，闵行区开创性地
延伸了残工委的工作“触
角”。在区级层面，充分发挥
区政府残工委作用，区发改
委等 !$家区级职能部门作
为成员单位，形成工作合
力，统筹推进全区残疾人事
业发展。

!"&$年，闵行区残联
会同区民政局、人社局、财
政局、国资委、农委等相关
部门，在全市率先出台了区
级关于进一步促进残疾劳动
者就业的实施意见，改变残
疾人就业工作主要靠残联“单
打独斗”的局面，犹如给残疾人
就业工作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成
为今后若干年闵行区加快提升残
疾人就业层次的坚实政策支撑。在
《闵行区关于进一步促进残疾劳动者
就业的实施意见》推动下，!"&$年底，
闵行区首次面向残疾人定向招录 (名政
府雇员，今年，机关事业单位还将拿出至少
)个岗位定向招录残疾人。

闵行区还具有开创性地在街镇层面率先
建立残工委，参照区级政府残工委的设置，街镇
相关职能部门作为成员单位，定期研究残疾人工
作重大事项，部署工作任务，统筹协调、齐抓共管
推进基层残疾人工作，街镇残疾人工作力量得到
不断增强。按照《实施意见》的要求，到 !"!"年底，
闵行将招录 $%名残疾人社区工作者，这一数字在
全市具有相当的超前性。这些社工将充实到街镇
基层的助残岗位上，进一步提升基层残疾人工作
水平。

加强居村残联"战斗力#

此外，闵行区将基层残疾人工作纳入社区整体
工作，各街镇残联均成立执行理事会，理事长由社
事办主任担任，并配备一名专职副理事长和两三
名专业助残社工，实实在在增强基层残联工作力
量。闵行区还率先将残疾人工作纳入居村依法协

助行政事项清单和考核范围，进一步明确由居村党组织书记或居村委主任
担任居村残疾人协会主席，民政干部兼任协会副主席，具体负责居村残疾
人工作，做实了居村的残疾人工作职能，确保基层残疾人工作事事有人做、
件件有着落。肢体残疾人小宋住在罗阳一村，因找不到工作申请了低保，几
年前，母亲也得了大病，家庭收入入不敷出。自 !"&(年梅陇镇残工委明确了
村居委残协副主席由民政干部兼任，整合村居委的资源，加强了村居委残协
的力量和与政府部门沟通的渠道后，!"&$年 (月，小宋的问题就列入了居
委工作的日程。居委请专业社会组织人员鼓励小宋，帮助他树立信心走出家
门，并与镇残联沟通，由镇残联牵线联络区残劳所和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整合多层次多方面的资源，在去 &!月帮他找到稳定工作。如今，不仅小宋的
母亲喜出望外，他本人也能融入社区生活，自信心明显增强。

高效融入社区邻里中心

“阳光之家”“阳光心园”“阳光基地”是社区残疾人的“家”，在建设过程中，
闵行区积极整合社区优质资源，把“阳光家园”建设得更贴近残疾人需求。在古
美路街道，“阳光心园”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管以来，卫生中心精神卫生专
职条线医生每周至少来园巡视 &次，监测学员病情，为学员及其家属提供健康
教育服务。医生们还会介绍更多养生、预防慢性病等方面的知识，让学员更有
积极性参与社区康复。伴随闵行区建设 &""家“邻里中心”社区治理新平台
建设，区残联也积极融入其中，清单化下沉辅具服务、无障碍观影、体育健身
点、助听器验配、文体活动等 )项助残公共服务资源，全区 *万余名残疾人
以及周边社区居民群众可享受到便利可及的公共服务供给和链接，有效解
决了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基层服务做得更加扎实有效，深受残疾
人好评。 孙云

! ! ! ! '$岁的肢体残疾人老黄常年独自生
活，自从在虹口区肢残人协会的智能手机培

训班上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他通过微信联系上了
%"多年没有音讯的“插兄插妹”，开始用支付宝在医
院付费，用滴滴打车出行搭车，在网上买火车票，生活一
下子变得丰富多彩又便利了。像老黄这样通过培训学会
智能手机的残疾人还有不少。他们的改变来源于上海市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下文简称基金会）自 !"&$年开展的“乐
善助残·爱心天天捐”活动。

去年起，基金会推出这一公益项目，呼吁大家每日节
约 &元钱，每年为残疾人捐出 *')元，去年的 &"""份目标
顺利完成。今年开展两个月以来，目标已完成近半，累计筹
款近 )""份，其中一位捐款者本身是重度残疾人，还发动
全家共计捐款 &)份，金额共计 )%()元，着实令人感动。

"日捐一元$越来越火爆
据了解，基金会自 &+$%年成立至今，累计已募集爱心

款物 ),(亿元，为全市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就业、文化艺
术、体育等方面做了大量捐助工作。!"&$年起，为了动员
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对残疾人要格
外关注、格外关心”号召，推动广大爱心人士表达对残
疾人工作的支持和对困难残疾人朋友的关怀，发起
“乐善助残·天天爱心捐”活动，希望大家每天捐出

&元、全年捐出 *')元的“微公益”，帮助残疾人
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年，参加“乐善助残·天天爱心捐”
活动的，不仅有长期支持残疾人事业的爱
心单位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上
海东海观音寺、奥索（上海）商贸有限
公司等主动认捐，还有许多市民

在看到 !"&$年 &月 *"日本报
《动员全社会 关爱残疾人———上海市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开展“乐善助残·天天爱

心捐”活动》报道后慷慨解囊。令工作人员十分
感动的是，时值寒冬，有两位老阿婆冒雪赶到浦东临
沂北路的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处，各认捐 !"

份、(*""元，为残疾人献出自己的爱心。
在社会各界支持下，!"&$年的 &"""份筹款目标顺利

实现，共筹集 *',)万元。据了解，这些善款被广泛用于扶贫
济困和改善型助残项目，如扶持面向残疾人家庭子女开展
义务家教的“智力助残”团队，资助市盲协组织盲人参观上
海自然博物馆，支持市聋协举办聋健融合手语训练营，支
持崇明和金山残联购买家电产品赠送残疾人及开展寒冬
送温暖活动，支持静安、虹口区肢协开展智能手机应用技
术培训，因效果显著，还带动了不少区的残联也计划开展
类似培训。

前男排国手捐资助金
在对困难农村残疾人每户 !"""元的补助帮助中，受

益对象有在救火中致全身深度烧伤、重度肢体残疾的原消
防队员，有一户多残、多人身患重病的残疾人家庭，也有需
要 $(岁患病老母亲照料的重度智力残疾人，都是十分困
难的残疾人家庭。!"""元的补助款对于他们来说，犹如
雪中送炭，成为寒冬中的一股暖流。

在去年成效明显的基础上，今年 &月起，基金会再
度推出“乐善助残·天天爱心捐”项目，获得社会积极反
响。前中国男排国手、脊髓损伤患者汤淼将近期获得
的 $$""元资助悉数捐出，表示要把钱捐给更需要的
残疾人；重度残疾人葛芝燕号召全家一起捐款 &)

份，共计 )%()元；残疾人屠丽芳在身患大病期间还
认捐 &份（*')元），念念不忘关心更加困难的残疾
人。在第四届残健融合慈善音乐会上，还有一些
参加音乐会的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大学生们扫
描现场宣传海报上的二维码，力所能及地捐
出或几十元、或数百元，为残疾人奉献爱心。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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