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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残联创新构建“1+5”助残体系
开启通州特色残疾人事业新征程

通州区残联围绕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新追求，创

新构建“1+5”助残体系，抓住党建引领助残这一关键，

围绕政策助残、健康助残、就业助残、文化助残、志愿

助残五个方面，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解决残疾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此创

新之举，值得点赞。

创新之一，突破了以往政策兜底的传统助残模式

的局限性。过去只要一提到关爱残疾人，首先想到的

是政策补助，发动全社会捐款捐物，局限于物质方面，

致使有些残疾人产生了依赖政府、依赖政策扶持的倾

向。通州区残联针对这一现象，创新构建“1+5“助残

体系，形成了“量体裁衣式”助残服务的独特模式，明

确了助残服务的主攻方向，拓展了助残服务的主要领

域，动员更多部门、单位和爱心人士投身到助残、护残

的行列中来，形成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

业、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生活的生动局面。

创新之二，扩大了助残服务的范围。残疾人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对身心健康的追

求，参与社会活动和自主创业就业的需求，以及对精

神生活文化教育的向往等。也就是说关爱残疾人不

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还有精神层面的东西。区残联

提出了健康助残、就业助残、文化助残，填补了这些方

面的不足，并且办了许多实事，诸如在健康助残方面，

成立了全省首家“残疾人健康促进会”，编写了残疾人

身心健康宣传手册，深入镇村举办残疾人健康讲座；

在就业助残方面，有针对性地举办残疾人技能培训和

自主创业培训，鼓励残疾人到“残疾人之家”从事辅助

性就业；在文化助残方面，举办读《励志的光焰》一书

的征文比赛、“记录美好生活”摄影比赛，创办残障人

士“图书角”等，所有创新之举都深受残疾人欢迎。

创新之三，在志愿助残方面增加了“以残助残”的内容。以往都是

动员全社会各阶层人士来志愿助残，残疾人也习惯了全社会对自己的

关心。考虑到残疾人也有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社会的愿望，展现

残疾人自强自立的风采，在区残联倡导下，盲人按摩师志愿者们成立

了“爱之光巧手按摩志愿服务队”，肢体残疾人志愿者们成立了“手足

情深志愿服务队”，听障残疾人志愿者们成立了“默之爱志愿服务队”，

三支残疾人志愿服务队定期和不定期开展以残助残和回报社会志愿

服务活动。其中，45名盲人按摩师每周轮流上门为自幼患有脑瘫的舔

屏学习励志少年王博文义诊服务，提供推拿、保健按摩、针灸理疗等康

复诊疗志愿服务，王博文的身体机能得到了很大改善，多家全国主流

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区委书记陈永红对助残工作专门作了批示：

“通州区残疾人联合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把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工作目标，抢抓发

展机遇，创新构建‘1+5’助残体系，开启了我区残疾人事业新征程。”

正因为如此，通州区残联创新构建“1+5”助残实践体系的经验成

为全省、全市残联系统创新助残的典范，省残联向全省进行了推介，全

国有近百家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了宣传报道。

记者杨潇 通讯员季洁

今年以来，区残联紧紧围绕残疾人对美
好生活的新追求，创新构建“1+5”助残体
系，取得良好成效。

区委书记陈永红专门作出批示，充分肯
定区残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
疾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残疾人对美好
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工作目标，抢抓发展机
遇，创新构建“1+5”助残体系，开启了通州
残疾人事业新征程。

全省首创 “1+5”助残体系
热心服务群众认真办好实事

区残联把党史学习教育同推动工作紧密
结合，创新构建“1+5”助残实践体系，抓住
党建引领助残这一关键，围绕政策助残、健
康助残、就业助残、文化助残、志愿助残五
个方面，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取得一定成效，引起国内多家媒体关
注，“学习强国”发布了专题报道，新华网、
新浪网等推广了相关经验。

党建引领助残。区残联在“深”上下功
夫，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残疾人事业高
质量发展。广泛凝聚各方合力，把党的政治
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助残优势，让党建工
作统领残疾人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走出一
条具有通州特色的党建引领助残新路。

区残联建立向各“残疾人之家”和志愿
服务队选派党代表制度，切实加强党对残疾
人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邀
请专家学者开展集中宣讲6次，送党史宣讲进
社区6次，近千名残疾人通过学习党史加深了
对党的深情厚爱。

政策助残。区残联在“全”上下功夫，
用足用好助残惠残政策，加强残疾人保障措
施，做到应保尽保优保。全面梳理并落实各
项惠残政策，邀请专家解读《江苏省残疾预
防和残疾人康复实施办法》等文件，着力推
动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推进出台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新政，将城乡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标准统一提高到每人每月 130元，
其中低保家庭的重度残疾人提高到每人每月
200元，惠及1.5万名重度残疾人。

健康助残。区残联在“准”上下功夫，
以精准康复助推“健康通州”建设，努力实
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认真
开展精准康复服务，转介220名残疾儿童至各
定点机构进行康复训练，为972名残疾人适配
辅具，实施196例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完成
138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为1502名精神
残疾人提供免费基本用药。

就业助残。区残联在“实”上下功夫，
提供“量体裁衣”式服务，千方百计促进残
疾人就业增收。今年已举办残疾人美甲、插
花、烘焙、按摩等技能培训班18期，342名残
疾人参训；召开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29
名残疾人当场与招聘单位达成意向；对448家
企业开展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年审，鼓励企业
多录用残疾人；新增就业190人，提前完成全
年任务；“残疾人之家”建管并重，提质增
效，正常服务对象超过300人。

文化助残。区残联在“特”上下功夫，
为残疾人提供广覆盖、均等化的文体服务，
满足残疾人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和体育锻炼
需求。举办残疾人工作者能力提升培训班；
举办摄影知识讲座和“记录美好生活”残疾
人摄影比赛；组织百名残疾人母亲参加“感
谢党恩、回报母爱、志愿助残”活动，残疾
人举重运动世界冠军顾小飞通过视频表达感
恩；承办“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残疾
人先进典型事迹首场报告会，6位励志残疾人
作事迹报告，场内外感动无数；举办“学党
史 悟思想 跟党走 残疾人活出精彩人生”学
习研讨会；为残疾人家庭拍摄公益合影，全
方位关注残疾人家庭。

志愿助残。区残联在“新”上下功夫，
建立健全区镇村三级志愿助残服务体系，营
造全社会、多层次志愿助残新风尚。区残联
成立党员志愿助残服务队，每人重点资助一

名困难残疾人，每人帮扶一家“残疾人之
家”，开展富有特色的“点对点”精准服务。
区盲人协会成立“爱之光巧手按摩志愿服务
队”，半年多提供志愿服务 220人次。区肢残
人协会和聋人协会分别成立“手足情深志愿
服务队”和“默之爱志愿服务队”，开展了一
系列志愿活动。各镇、村志愿助残服务队和
区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志愿助残服务队广

泛开展助残活动，共同打造通州志愿助残服
务品牌。

全省首家 残疾人健康促进会
高标准高质量打造残疾人健康之路

4月 6日，南通市通州区残疾人健康促进
会在区残联的积极推进下揭牌成立，这是江
苏省首家为残疾人健康促进行动而专门成立
的民间公益组织。截至目前，残疾人健康促
进会已组织健康知识讲座6场。

以残助残，创树残疾人健康促进行动通
州特色。2020年 12月 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
区残联牵头组织区“爱之光巧手按摩志愿服
务队”，43名盲人按摩师和两名中医针灸执业
医师开始每周轮流上门为脑瘫少年王博文义
诊，提供推拿、针灸等康复诊疗志愿服务。
这位原本四肢和部分身躯无法活动、靠舌舔
平板坚持学习、感动全网的励志“舔屏少
年”，在志愿服务队的帮助下，身体机能得到
了很大改善，不但舔屏更加灵活，还学会了
衔笔口书。

受此启发，区残联决定成立残疾人健康
促进会，募集残疾人康复基金，组织健康知
识讲座，汇编残疾人身心健康手册，将健康
服务送到社区，送到家庭，让更多像王博文
这样的残疾人得到更好的康复服务，为努力
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创
树了通州特色。

志愿助残，营造“健康通州”良好氛
围。年逾古稀的通州籍民营企业家顾步铮一
直想着要为公益事业作一点贡献，得知区残
联成立了残疾人健康促进会，他积极参与进
来，拿出 2万元积蓄，助力“健康通州”建
设。顾步铮坦言：“我宁愿在生活各方面节约
一点，用来帮助残疾朋友们。”身残志坚的残
疾人创业成功典型——南通理想印章公司经
理邱律和南通市励志助残服务中心主任顾义
忠也第一时间分别捐款 5000元，区健康促进
会易经健康科普班学员捐款 8800元，区残联
机关工作人员捐款11800元。

全省首次 助残日延伸为助残月
获人民日报等官媒平台报道和点赞

每年 5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全国助残日。
而在通州，区政府残工委首次将助残日延伸
为助残月，通过开展十大系列活动，努力让
残疾人活出精彩人生。

区残联围绕“学党史、办实事，巩固残

疾人脱贫成果，听党话、跟党走，提高残疾
人生活质量”这一主题，开展通州区“助残
月”十大系列活动：组织百名残疾人参观南
通发展新成就、座谈交流、观看无障碍电
影、社会助残活动、读书交流会、残疾人摄
影比赛、千名残疾人辅具适配、启动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工程、启动“光明工程”、举
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残疾人先进典型事迹

报告会等。
凤凰网、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中

国视窗网、中国江苏网、新华报业网、今日
头条、南通日报、通州日报等多家媒体对此
相继进行了报道。5月12日，南通日报、南通
发布发表评论文章《为助残日变成助残月点
赞》，肯定了通州区把助残日活动放大延伸到
整个月开展的创新性和合理性。

系列助残活动激发了残疾人永远跟党走
的热情。7月19日晚上，区盲人协会主席孟强
铺开盲文专用纸和盲文书写板，花了3个多小
时书写了盲文申请书。后经反复思考，总觉
得还有几句话没有说到位，凌晨三点又起床
进行修改。因盲文修改较难，为确保版面整
洁完美，他又花了4个小时重新改写了一份盲
文申请书，点点滴滴表达对党的无限深情。
新华日报交汇点新闻发表专题报道《一夜未
眠，通州盲人用盲文深情书写入党申请书》，
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网易新闻等媒体相
继报道。

8月 28日 18时 32分，东京残奥会男子举
重 80公斤级决赛决出名次，通州籍残奥健儿
顾小飞以215公斤的成绩获得该级别银牌，这
是他继伦敦、里约两届残奥会后，第三次获
得该项目银牌。在东京获奖的当夜，在异国
他乡的灯火里，顾小飞奋笔书写入党申请
书，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和为共产
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坚强决心，获得多家媒
体的报道和点赞。

全员首倡 深入抗疫一线
擦亮党员先锋模范本色

“让我去，我年纪轻，身体更好。”
“还是让我去吧，我家里孩子大了，能自

理了。”
……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严峻复杂的形

势，区残联机关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主
动请缨，人人争当志愿者，第一时间组建了
志愿者服务队，迅速开赴防疫一线进行疫情
防控志愿服务，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

“两在两同”的生动实践，擦亮党员先锋模范
本色。

区残联机关每名工作人员分工负责一个
镇（街道）“残疾人之家”的监督管理，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南通市残联理事长杨丁勇、
通州区残联理事长张友奎等到“残疾人之
家”和盲人按摩中心等残疾人工作机构检查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共商疫情防控新形
势下残疾人之家的运行和管控问题，切实保
障残疾人安康，维护残疾人利益。

区残联机关工作人员积极响应区委区政
府号召，纷纷回到居住地社区参加疫情防控
工作，冲锋在防疫一线。区残联工作人员倪
防震带领一家三口，连续两天起早带晚奋战
在川姜镇志南村核酸检测演练现场。南通州
公众号以“一家三口齐上阵，志愿情暖一座
城”为题作了专题报道。为照顾行动不便的
残疾人，4名残联机关党员干部冒着高温同医
护人员深入残疾人家庭进行核酸采样，将党
和政府的关心送给特殊残疾人。

区残联选派了两名志愿者到 S225交通治
安卡口，对进入卡口的每一辆汽车进行防疫
检查，要求驾乘人员提供健康码、行程码并
为其测量体温，同时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工
作。从早上 8点到晚上 8点，一直坚守岗位，
风雨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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