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残疾
人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残疾人是
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
注。发展残疾人事业，传递的是对生命的尊
重，更是党和人民的殷殷重托。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在省残联、省财政厅、省体育厅、省文旅厅等
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湖南将残疾人文化体育
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残疾人权益保
障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
度和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残疾人群体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领导关怀更加真切。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对残疾人群体特别关爱，多次强调指
出要用爱心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把温暖送到
群众心坎上。副省长隋忠诚多次指出要带着

温度和感情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每逢大的
残疾人体育赛事，都能看到他在现场给运动
员和教练员们加油打气的身影。省残联理事
长肖红林、副理事长侯建斌更是多次陪同湖
南代表团出征各类文体赛事。在部署工作
时，肖红林多次强调：“残联就是残疾人群体
的娘家人，我们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残疾
人，带着温度和感情做好残疾人工作。”

政策支撑更加坚实。2014-2019年，湖
南省出台了涵盖残疾人康复、就业、教育、救
助、权益维护等方面的30余部政策文件，构
建了相互配套较为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有
效推动了残疾人重点和难点工作。《湖南省残
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湖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
见》《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
施意见》均将残疾人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作为
重点内容加以保障，将残疾人文化体育事业
纳入国家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推动残疾
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选拔体系更加健全。目前，我省县级发
现、市级选送、省级培养、国家提高的4级联
动的残疾人培养体系已建立。

地处怀化市西北部的麻阳苗族自治县是
湖南省残联运动人才重点储备基地。从
2015年起，怀化市残疾人运动员在省以上各
类体育比赛中共夺得金牌89枚、银牌45枚、
铜牌21 枚，其中国际比赛16 金1银1铜，并
培养出了残奥冠军陈君飞、周霞等一批优秀
运动员，这与市残联夯实基础，健全机制，市
县联动，共促残疾人体育事业向前发展工作
密不可分。据麻阳苗族自治县残联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该县努力创造条件，满足残疾
人参与康复体育、健身体育、竞技体育需求。

常德市残联十分重视残疾人的体育事业
发展。在每年举办的全市残疾人体育集训
中，参训运动员不仅可以免费吃、住、训练，每
月可以获得一定的生活补贴，表现优秀还可
以被省残联集训队录取。杨超、黄兴、危恩龙
等一批为国家、省、市争得了荣誉的优秀运动
员均由此地选拔而出。

氛围更加浓厚。“平等、参与、共享”的社
会氛围正在形成。湖南省各级残联组织全
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把党委政府的关爱送
到每个残疾人心里，把助残惠残政策落实到
每个残疾人身上，把政治权利、受尊重权利
等多项权利送到每个残疾人手上，不断提高
残疾人群体的社会参与程度，破除残疾人社
会参与障碍。残疾人群体也开始充分认识
到自身价值，从“被动的施予者”向“积极的
创造者”转变，涌现出一大批自强不息、奋发
有为的先进人物，全社会形成了扶残助残强
大合力。

文艺场上的精彩表现、竞技场上的辉煌
战绩，是湖南残疾人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的最好注脚。

近年来，“残疾人体育湘军”已经在国内
国际各类竞技赛场上崭露头角。在第十五届
里约残奥会上，湖南的9名健儿为中国体育代
表团贡献了8金4银1铜，金牌总数全国排名
第五，奖牌总数全国排名并列第九。

在2019年举办的第十届全国残运会暨
第七届特奥会上，湖南代表团共夺得残运会
项目41.5枚金牌、21枚银牌、24枚铜牌，群体
项目 1 枚金牌，特奥会上斩获 22 金 27 银 18
铜，奖牌总数大大超过了往届。

不单单是组织残疾运动健儿参加各类国
际、国内体育竞赛，湖南也逐渐成为各类残疾
人体育赛事的举办地。

2016年5月、2017年5月、2019年11月，
全国肢残人轮椅马拉松体验赛、首届全国肢
残人轮椅马拉松健身赛、第二届全国肢残人
轮椅马拉松赛先后在长沙举办，来自全国各
地的肢残朋友相约橘子洲，追风驰骋，挑战自
我。“赛道的风景很美，各种无障碍设施很齐
全，志愿服务也很赞，在这里比赛是一种享
受。”来自云南的参赛选手陈云表示。

在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迈入快车道的同
时，湖南残疾人文艺事业也取得了长足发
展。特殊艺术是人类百花园中绽放的一朵新
蕾，是残疾人热爱生命、热爱生活、追求艺术
的生动体现。五年来，各类高水平的文艺演
出、高规格的文艺比赛遍及三湘大地，极大地
丰富了全省残疾人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

2015年，我省成功举办了第二期全省基
层残联特校文艺专干培训班暨舞蹈考级。

2016年，我省成功举办了全省残疾少年
儿童及特校艺术老师基本功形体比赛，这两
项活动在全国残联系统均属首例，让全省基
层文艺专干及特校艺术老师整体水平得到
明显提高。同时，培养了更多、更好的残疾
人特殊艺术人才，为我省特殊艺术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2017年，在第九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
中，湖南代表团艺压群雄，用精湛的技艺演绎
了生命的无限精彩，用不屈的精神展现了湖南
的钟灵毓秀，参赛的7个节目全部获奖。湖南

代表团成为获得一等奖数量最多的团队。
2018年，“光明行·文化助残民族音乐会”

走进湖南长沙，近400名残疾人朋友观看了
音乐会。“共享芬芳”中西部地区百县百场公益
巡演在岳阳、益阳、临湘、南县演出四场，残疾
人表演艺术家深入基层为基层残疾人群体带
去了文化盛宴。

2019年，首届湖南省残疾人春节联欢晚
会在长沙拉开帷幕，春晚节目90%来自残障
人自编自演，10%为健全人参与互动，真正展
现了残健共融的景象。

在赛道上、泳道中、舞台上……他们绽放、盛开，
用生命写就自己的辉煌。

被誉为“最美法律人”的湘潭女孩扶婷是一名
自强乐观的“折翼天使”。在成为律师之前，扶婷的
身份是一名游泳冠军，她曾参加过2002年釜山亚残
运会、2004年雅典残奥会等重大赛事，并先后获得奖
牌27枚，其中金牌18枚。“是运动员生涯让我找回了
生活的自信，有勇气用独臂与命运抗争。”

在 2019 年举行的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
特奥会上，李跃华带领的湖南省盲人柔道队6名运动
员，一举包揽了盲人柔道项目的4金2铜。成绩来之
不易，这浸透了李跃华的辛苦和汗水。

2004年，湖南省组建了盲人柔道训练队，李跃华
从此与盲人柔道结下不解之缘。“希望帮助这些看不
见的孩子，让他们的人生有不一样的可能”是她的初
衷。为了让队员们有专业的训练场，她自掏腰包数
十万元；为了方便照顾队员，她把队员们居住的房子
搬到了自家隔壁……运动员史怡婕、吴玉荣说：“和
教练朝夕相处了近十年，教练对我们来说，和妈妈没
有分别。”

在湖南长沙，有一个很特别的艺术团，他们听不
见声音，却能舞出极为优美的舞蹈；他们看不见世
界，却能演奏出极为动听的乐章。他们有个诗意的
名字——翼之梦。近年来，“翼之梦”已成为我省特
殊艺术的一张文化名片。

成立于2005年5月的“翼之梦”艺术团，由长沙市
特殊教育学校视障、听障、智障三类学生组成。他们
的经典节目《排排坐》、《猫儿腻》、《我们是一家人》等广
受好评。在2019年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第十
八届全国群星奖舞蹈类决赛中，“翼之梦”艺术团创排
的听障女子群舞节目《呼唤》从全国7000余个文艺参
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入围前21强，作为湖南省唯一一
部舞蹈作品进入决赛。

荣誉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汗与泪。“孩子们
听不到音乐，传达情感要看舞台下 6 位老师的表演
才能模仿，付出的心血几倍于常人！有的孩子看不
见老师的手势，用琴音引导曲调的起伏，用鼓声提示
各个声部的进退。训练的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只能
反复练习，直到不需要‘听’指挥。”提起孩子们的辛
苦与成绩，“翼之梦”艺术团的指导老师曾礼源既心
酸又欣慰……

在榜样的感召下，在教练和指导老师的倾情相
助下，一批又一批残疾人“站”了起来，在属于自己的
舞台上重拾丢失的勇气、笑容与自信。“虽然我们是
残疾人，但我们也能实现人生梦想，我们的生活也能
别样精彩！”

“社区安装这些康复器材实在太好了，我不用花
钱到专门的医院做康复了。”2017年，衡阳市首个社
区残疾人康复站——雁峰区先锋街道爱民社区残疾
人康复站挂牌成立，残疾人肖国际体验站里安装的
康复器材后连声赞叹。

据悉，该站是爱民社区在衡阳市残联和区卫计
局支持下，投入10万元，腾出近200平方米的社区办
公用房建立的。康复站安装了轮椅、复力墙拉力器、
肩关节康复训练器、手扶助行器、四脚拐杖等残疾人
康复器材。

“要大力普及残疾人体育健身运动，就要不断改
善残疾人参加体育健身条件，提高残疾人体育健身
服务能力。”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相关负责人告诉笔

者，截至2019年底，像这样的社区残疾人康复站湖南
已有1000多所。

“我们不定期邀请体育、医疗、科研专家团队为社
区各类残疾人群进行康复健身体育项目推介和指导，
通过体质监测等科学手段探讨更适合社区残疾人康
复健身的体育活动，将全民健身的触角延伸至家庭，
确保每一个残疾人‘健康不掉队’。”截至当前，累计已
有50万人次残疾人通过社区康复站获得康复服务。

不仅如此，近年来，为了丰富和活跃残疾人精神
文化生活，进一步促进残疾人身心健康，让广大残疾
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营造残健共融的活跃氛围，湖
南省残联以全国助残日、国际残疾人日、残疾人健身
周等节日为载体，因地制宜组织开展了包括“五个一”

（ 即残疾人每年读一本书、看一次电影、游一次公园、
参观一次展览、参加一次文化活动）在内的系列活动，
极大地丰富了残疾人的文化生活，给残疾人带来了新
气象、新活力。

不一样的命运，一样的渴望，一样的追求，一样能
精彩地绽放。文体，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一扇窗，也
是社会大众了解、关爱残疾人的一面镜子。残疾人文
化体育事业发展的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以各类文体赛
事为平台和媒介，不仅可以为残疾人提供展示自己、
挑战自己、证明自己的机会，也能为残健之间互相理
解构建通道，让整个社会对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的认
识实现跨越式发展，让“平等、参与、共享”的理念更
加深入人心，可以引导更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走出
原来相对闭塞的生活，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生活。

春华秋实结硕果，砥砺奋进谱新篇。五年一个刻
度，五年一个跨越，湖南残联人文体事业又站在了新
的历史起点上。接下来的五年，湖南省各级残联组织
和残疾人工作者将以残疾人文体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为抓手，积极回应全省残疾人群体的期盼和要求，为
他们点亮前行的明灯，帮助他们开启丰富多彩的追
梦人生，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我们坚信，湖南残疾
人文体事业一定会续写新篇章，三湘大地的残疾人群
体必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奋进之光奋进之光 灿若星河灿若星河
————20142014--20192019年湖南省残疾人文体事业发展综述年湖南省残疾人文体事业发展综述

政策保障越来越实关怀

文体发展越来越好跨越

榜样的力量越来越强绽放

内生动力越来越强普惠
2018年全省残疾人文艺汇演。

2019年第十届全国残运会，我省田径运动
员领奖现场。

2019年第十届全国残运会，我省盲人柔
道选手个个摘金。

2018年全国首届肢残人轮椅马拉松赛在橘子洲风景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在这里留下激情难忘的瞬间。 （本版图片均由省残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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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若出现裂缝，不要紧，那是阳光照
进来的方向。残疾人是一个有身体遗憾的
特殊群体，对他们中的大部分而言，体育与
文化，便是帮他们重拾信心的那束裂缝之
光。这束光，让他们找回了久违的成就感与
幸福感；这束光，照亮了他们的小康路，让他
们前行时心中有暖流，足下有力量。

从2014到2019年，湖南省残疾人事业
又走过了5年。这5年，全省残疾人事业不
断开拓创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进入
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全省408万残疾人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这背后，是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对残疾
人事业的高度重视，是社会各界对残疾人工
作的大力支持，是全省各级残联组织和广大
残疾人工作者的真情付出，是他们为三湘大
地的残疾人群体点燃了一束束希望之光。
在他们的关怀与支持中，身残志坚的残疾人
奋勇拼搏，用自己的光和热照亮了人生的奋
进之路，这光和热汇入了湖南高质量发展的
璀璨星河，灿烂夺目！

刘宇慧 宣 文

20202020年年11月月11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版式编辑版式编辑 唐唐 谨谨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