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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举办《无障碍环境建设
条例》 颁布实施3周年新闻发布会
上，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无障碍
设施建设尽管取得了较大进展，但
仍存在着覆盖面不全、功能不完善
等问题。 比如像城市盲道，因为建
设滞后、管理维护不到位，或“断头
不通”，或“看得见却用不了”，使盲
道成了社会盲点，令人心忧。

盲道及其他无障碍设施是
残障人士参与社会 、 享受生活
的必要保障， 体现的是全社会
对残障人士的关爱 ， 也是社会
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 《2014年
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明
确把无障碍设施建设纳入保障
和改善残疾人民生的重要举措，
体现的正是党和政府在这一问
题上的鲜明导向。

但由于发展的原因， 我国很
多城市的无障碍设施， 与发达国
家的城市相比仍有差距。 相当部
分城市已建设施未进行无障碍改
造， 无障碍环境建设较为滞后。
一些新建无障碍设施不规范、 不
系统， 加上管理维护缺位， 常常
使好不容易建成的无障碍设施不
能发挥应有作用。 山西太原街头
的一条盲道 “九曲十八弯”， 百
十来米长度就有30多个弯； 一些
无障碍坡道中间转弯地方的不锈
钢扶手中断一节， 使残障人失去
了可以借力的地方， 令人惋惜。

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还需全
社会无障碍意识进一步提高。尽管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损毁无
障碍设施或者随意改变其用途”，
但无障碍通道、无障碍车位被随意占用、无障碍
厕所大门紧锁或是不方便使用，形同虚设，8500
万残疾人的“无障碍生活”仍然“障碍重重”。

盲道及其他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维护不仅检
验着当地的发展水平， 也反映出一个城市的治
理能力。 反思解决 “盲道” 成 “盲点” 问题，
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努力， 需要加强统筹规划，
完善标准规范， 让已经建成的无障碍设施正常
发挥出应有功能， 特别是提高全社会扶残助残
意识， 给残障人士更多便利， 尤其需要在细节
处见出心思、 体现关爱、 彰显保障， 建设一张
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大网， 让我们的生活更
加和谐美好。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短评

残障人士“无障碍生活”难在哪
记者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11年至2014年， 全国共对52.8万残疾人

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但8500万残疾人的“无障碍生活”依然面临着诸多障碍———

“无障碍”设施“没法用”
2013年， 山西省太原市恒山路十里铺的

一段盲道一度成为舆论热点， 因其50米内有
26个直角弯而被网友笑称这哪是给盲人走
的，明明是给“超级玛丽”修的。而今年早些时
候， 一段由网友拍摄的行人避让无障碍设施
的视频也在社交网络一夜走红， 行人的姿态
令观者啼笑皆非， 也引出了社会关爱人士对
残疾人生活状况的深思。

“我没办法坐公交车，因为我不知道来的是
多少路，也不知道它具体停在什么地方。”张冉是
一位盲人门球运动员，同时也是一所大学的特殊
教育学院的学生。她仅有特别微弱的视力，只能
分辨出有物体靠近。而另外一位从事钢琴调律工
作的盲人也表示，虽然持残疾证可以免费乘坐地
铁，但对盲人而言，找到服务窗口并不容易。“它
不发出声音，你不知道它在哪儿。”

提到无障碍设施建设， 多年教授聋儿的
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刘老师的笑容中
也夹杂着忧虑：“这几年城市建设是改进了不
少，地铁、公交上都有明显的报站提示，但是
我们的学生有时也会遇到报站提示关闭的情
况，孩子们坐过或坐错了站就会很着急。如果
有形象化的文字、图片或动画提示，他们就会
更方便，也会更安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司长刘灿坦
言，我国无障碍设施建设虽取得一定成就，但还
存在覆盖面不全、功能不完善，已建成设施配套
性、系统性不够，管理维护不到位等问题。使用中
损毁、挤占无障碍设施等情况也不同程度存在。

今年初， 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残疾人

小康进程的意见》。 有专家指出， 目前我国一
些大城市的无障碍建设投入力度较大， 但一些
中小城市和农村差距仍很大， 且城市的无障碍
建设更多还停留在浅层次初级阶段， 与西方发
达国家细致入微的设计体验相去甚远。

中国残联副主席吕世明说， 无障碍环境建
设是兜底补短的重要措施， 也是完善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仍有改善提升的巨大空
间。 下一步中国残联将进一步向相关部委反映
残疾人无障碍需求， 推进各地加快无障碍环境
建设条例地方实施办法制订、修订工作。同时完
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政策标准。

四百多部法规缺乏“强制性”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 损毁无障碍设施或者
随意改变其用途。”但是，正如很多无障碍需
求人士向记者描述的， 即使在首善之区的北

京，许多无障碍设施依然被非法占用。比如，
盲道被临街摊位挡住， 无障碍厕所被锁起当
仓库，无障碍停车位被私家车长期占用等等。

记者了解，伴随着《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的颁布实施，各部门、各地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配套法规和规章。仅交通运输部就出台《汽车客
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出租汽车运营服务
规范》《海港总体设计规范》等10余项标准规范。
如，在修订的《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办法》中，进
一步规范了残疾人航空运输的管理和服务；出
台了为残疾人预留专票、在列车上设置专座、允
许导盲犬乘坐火车、 推进列车无障碍改造等政
策措施；在推进制定《城市公共交通条例》中，也
充分考虑了无障碍设施的配置。

《2012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则显示，2012年， 全国共出台了438部省、地
市、县级无障碍建设与管理法规、规章；1084
个市、县、区系统开展无障碍建设。

400多部法规， 为何管不好无障碍设施？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指出， 条例中
的条款规定多是倡议和鼓励性的， 缺少切实
有效的惩处措施， 使这部法律对无障碍出行
的保护力度打了折扣。

全国无障碍建设专家委员会成员祝长康指
出，国家应强化法规标准建设，依法进行无障碍
环境建设和管理， 建立有效的技术保障体系，通
过不断完善相关技术标准规范，为无障碍环境建
设提供详细、具体的技术指导。同时，还要强化监
督检查，通过行政手段、社会舆论监督等多种途
径加强对无障碍设施的规范建设和维护管理，保
证无障碍设施切实发挥作用。

多部门管理“未衔接”
有专家做过一项调查， 上海市南京路无

障碍设施改造非常好， 但当地残疾人士却说
“他们从来不到南京路去”， 因为他们所在的
社区根本没有无障碍设施，连门都出不了，怎
么到市中心去？

“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目前是世界上做得比
较好的， 主要体现在普及程度较高，‘十一五’期
间全国有100个城市参与创建无障碍城市， 近年
又增加了信息无障碍等内容。”祝长康说，“但是，
一些新建或改造的城市建筑做得很好，可与老旧
的无法衔接，难以发挥效用。”

专家所说的“不衔接”不仅有设计规划的
“空白”，更有管理机制的“漏洞”。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 交通规划室主任潘海
啸曾多次呼吁，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一个综合性
的、系统性的工作，但现在的无障碍工作是很多
部门在做，缺乏相应的配合和管理，结果就很容
易导致“木桶效应”，可能某个部门的工作做得非
常好，但是整体来看可能就不尽如人意。

吕世明说：“几个台阶， 对于健全人不算
什么，对残疾人来说就是一座大山；无障碍环
境建设体现着对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包容和权
利的尊重， 其最终目的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
平等地融入社会，自尊自信地生活。”

“要充分利用媒体、社会力量，让全社会
都知道， 无障碍环境是全社会成员都能受益
的，不仅仅是为了残疾人。”祝长康说。

（据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2012年我国颁布实施《无障碍环境建
设条例》， 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仅仅依靠政
策和技术标准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而没有
无障碍建设专门法规的情况。

但目前，全社会无障碍意识有待进一
步提高； 一些新建无障碍设施不规范、不
系统；相当部分城市已建设施未进行无障
碍改造；无障碍设施管理亟待加强；信息
交流无障碍建设、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农村无障碍建设等较为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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