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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电梯长期故障维修、盲道被停
车占用、斜坡通道直上直下、专用厕所堆
满杂物……这些情景常常被人们忽视，
却给不少出行的残疾人带来心酸和烦恼。

5 月 19 日是第 29 次全国助残日。
受访的残障人士和专家表示，除了继续
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外，更应该唤醒那
些“沉睡”的无障碍设施。

“外出不敢喝水，找厕所太难”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数据显示，当前
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 8500万。笔
者调查发现，尽管各级政府大力提倡加
强无障碍设施建设，然而长期困扰他们
的出行难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5月
15日，安徽省合肥市一位盲人带着她的
导盲犬外出坐公交车、打出租车均被拒
载，安徽省合肥市公交集团有关负责人
对此解释称，对于盲人携带导盲犬选择
公共交通出行，有一些法规支持，但仍缺
乏具体执行的明文规定。

提起出门遇到的那些烦心事，全国
残运会百米蛙泳冠军代国宏也感同身
受。退役后的他在四川省成都市一家游
泳馆任教练，因为工作需要，代国宏出门
更为频繁。

“外出不敢喝水，找厕所太难。”代国
宏说，虽然很多地方都有无障碍厕所，但
常常没法使用，有直接上锁的，有门太窄
轮椅进不去的，还有的成了储物间……
让他更难受的是，有次好不容易找到一
个无障碍厕所，门口却有一个台阶。代
国宏说，烦心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一些
过街天桥的坡道坡度太大，必须要绕行，
但绕完后却成了逆行，坐飞机时轮椅托
运被压坏更是常有的事。“轮椅就是我们
的腿，没有腿怎么前行？”他说。

施工维护不当、运行机制未建立、
社会参与不够

《2018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我国共出台了475个省、地市、
县级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法规、政府
令和规范性文件，有 1702个地市、县系
统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受访专家表
示，当前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规、标准
进一步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进步明显，
但仍存在施工维护不当、城乡不均衡，规
范化运行机制尚未建立，社会参与不够
等问题。

施工维护不当、城乡发展不均衡。
致公党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建设高水
平无障碍公共环境的提案》显示：2017
年，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曾对全市范围
内 325家各级别宾馆进行无障碍体验，
发现三分之二的被考察宾馆在无障碍设
施建设方面存在问题；此外，村镇无障碍
环境建设仍相对滞后，在农村地区，除无
障碍设施不足及利用程度不高外，单体

设施建设不达标现象也比较突出，管理
维护水平普遍较低。

规范化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北京市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许槟介
绍，目前无障碍环境系统化建设规范化
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其中关键问题在于
缺乏强有力且有效的主管机构或协调组
织者。“各省、市残联作为社会团体，其协
调力度十分有限，虽然法规赋予其监督
和建议权，但在具体执行中仍然需要依
赖相关部门和企业的自觉性。”许槟说。

认识有限、社会参与水平不够。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宋煜表示，由于长期将“无障碍”等同于

“助残”，导致大多数个人和团体往往认
为无障碍环境建设“与己无关”，也很难
让群众有更多的参与意识。

唤醒“沉睡”无障碍设施需多方发力

如何唤醒“沉睡”的无障碍设施？
受访的专家和残障人士均表示需要从
多方发力。

许槟表示，要探索建立包括规划、施
工、竣工、维护、体检评估和监督反馈一
体的全程运作机制。“当前各地区无障碍
公共环境还不是一个有机整体，还没形
成相关衔接的关联体系，这也是大家反
映的情况，很多地方都有设施，但还是出
门不方便。”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表示，
建设无障碍城市的同时，乡村无障碍建
设短板也需尽快补齐。当前，要以开展
乡村振兴为契机，将乡村的无障碍环境
建设工作纳入其中，补齐农村无障碍公
共环境建设的短板，并将农村无障碍公
共环境建设纳入考核内容，全面推动美
丽乡村建设。

“无障碍设施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助
残，而是服务于所有人，是给大家提供有
尊严生活的基础条件。”宋煜说，应该充
分利用盲人体验馆、科技馆、博物馆等现
有资源，积极推动各类社会公益项目，普
及无障碍通用设计理念，让每个人都有
意识成为无障碍公共环境的建设者。

（吴文诩 陈宇轩 邰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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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不可或缺，关怀更为重要

所谓仪式感，我认为其意义不大。不如
在职工退休前，单位为职工办好最后一件实
事；退休后，离退休管理部门解决好退休职
工关心的每一件“鸡毛蒜皮”。

仪式感真的关乎退休职工的“夕阳
红”是否幸福吗？我个人认为，如同真正
的爱情，从来与所谓演给别人看的婚礼仪
式感无关。君不见，有的明星婚礼动辄过
亿，不照样绯闻不断、劳燕分飞。退休不
过是人生场景的一次转换。过去的辉煌，
单位已经用各种荣誉和报酬予以认可，可
以归零。单位和社会对一个人价值的认
可，不是要在退休时，靠敲锣打鼓、吃吃
喝喝来画蛇添足、狗尾续貂。退休，是一

个人生活的从头再来，更与一件礼物、一
顿饭局毫无关系。一个小孩能不能考上清
华北大，与他抓周能不能抓到笔毫无关
联；一个退休职工的“夕阳红”是否精
彩，与有没有退休仪式感，完全是风马牛
不相及。索爱者必缺爱。有索求退休仪式
感这虚无缥缈的功夫，不如踏踏实实规划
好退休生活，让自己的第二次人生，活得
饱满而具有质感。

“夕阳红”的诗与远方，是要穿越一
段从未体验过的漫长精彩和未知道路，
需要的是无所畏惧一路阳光，需要的是
人文关怀。

中油测井公司基地服务部 牛艳娟

对退休职工的人文关怀比仪式更重要
职工在单位工作了一辈子，临

近退休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很多话
想说，有对工作几十年的回顾，也
有对退休后生活的设想。公司工会
几乎每年都要组织一次职工退休
欢送仪式，感谢退休职工对公司
多年的辛勤付出，并希望他们继
续关心企业发展，祝福他们安度
晚年，享受幸福生活。

但职工还有哪些关于退休仪式
的想法呢？作为工会工作人员，我
和公司即将退休的老职工王兰萍聊
起了关于举办退休仪式的话题。她
说:“公司以往的欢送仪式很好，
温暖感人。但是，我希望公司能送
我一份退休纪念品，让我摆在家里

面，时刻都能想起自己曾经为单
位努力奋斗奉献过。这份纪念
品，我一定会倍加珍惜，因为这
是我几十年工作的一份见证。看
到它，我就会想起和我一起共事的
同事们，我离岗不离心，会继续关心
企业的发展。”

是的，随着工会工作的人性化
开展，除了举办一场温暖感人的职
工欢送会外，在制度范围内，用工会
经费制作一份光荣退休的纪念品，
印上退休职工的姓名和单位的祝
福，让企业的祝福永远留在退休职
工的身边,祝愿他们享受美好的退
休生活。

陕煤运销集团黄陵分公司 梁楷

期待一份退休纪念品

人生苦短，沧海桑田，从参加工作到
退休如弹指一挥间。退休也是人生的驿
站，而且是人生很重要的一站。那么，到
了这站就需要有一个仪式，让退休的人在
无悔的职业生涯后满意离开，让退休职工
心中充满豪情，去走好今后的行程。

我记得我在企业当工会主席时，当我
们为职工办好退休手续后，就安排退休职
工与所在车间的主任、班组长、相关领导
和同事一起参加退休仪式。那时，大多送
给退休职工一对印有“光荣退休”的保温
瓶、一个茶杯或一个洗脸盆，后来送给退
休职工印有“光荣退休”的毛巾被。有的
退休职工想要用了多年的办公桌，我们也
尽力满足。开一个茶话会，说一说退休职

工的手艺有多好、工作有多认真、办事有
多周到、采购有多积极等，总体多是对退
休职工的肯定与褒奖，再用企业最好的小
车送他们回家。后来，企业需要他们回单
位临时帮忙，也是付足工资后，再次表示
感谢。这些让退休职工很有成就感，脸上
有光。见了主管部门领导总说企业好；企
业有困难时，还出主意、想办法。

退休其实是人生一种隐秘的痛苦，仿佛
一夜之间从正常人变为废人，当年的风云不
在，只剩下寂寥和失落！退休仪式恰恰弥补
了这一缺憾，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让退休
职工开启人生的另一个征程，给即将离开的
人以慰藉、真情和力量。

原平利县水泥厂工会主席 刘应珊

退休就要有个仪式

单位工会副主席刘静说，退休
职工在工作岗位上辛辛苦苦干了大
半辈子，特别是那些常年奋战在施
工一线的职工，他们风餐露宿、四海
为家，把最美好的青春和工作热情
都贡献给了安装事业，特别的退休
仪式体现了公司对退休职工的一种
尊重和肯定。

退休职工、原公司党总支书记
王连玺说：“虽然我已经退休 5年
了，但退休那年的欢送会仍让我非
常难忘，心里有种被认同的温暖。
我心里会一直装着公司，时刻关注
着公司的发展。”

公司党总支副书记任小阳说：
“公司召开职代会、劳动竞赛、安
全例会时都邀请退休职工参加，
让他们为公司的发展出谋划策，
发挥余热。”

公司副总师刘英辉说道：“我在
安装公司工作了三十多年，我们家
庭中祖孙三代都在安装公司工作。
再过三四年我就要退休了，我希望
工会继续为退休职工组织欢送仪
式，哪怕简单一点的也行，至少让
我们切身感受到公司给予的温暖和
关怀。”

陕煤建设机电安装公司 刘静

关爱，别仅流于一个仪式

“谢谢你！医院让我明天去复查。”
“李哥，不用客气。”
单位退休职工老李让我帮忙联系

医院，想做个体检。联系好后，老李发
来了感谢的信息，不仅让我想起了他退
休的那一天。

“感谢大家！谢谢，谢谢。”一个六
十岁的男人第一次在员工面前掉了泪。

这一天是单位职工老李退休的日子，同时也是他
的生日。虽然他早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也早早把
自己的私人物品打了包。可那一天的欢送晚宴
还是让这个工作了几十年、个性要强的老员工感
动地掉下了眼泪。

其实每个人对自己工作过的单位都是有感
情的，一生也不会忘记，而且这也是他们退休
后在老伙计跟前的一些谈资。但怎样才能使单
位不忘记曾经奉献过的员工，不至于在岗就是
员工，退休就是路人，不让员工有失落感。我
作为曾经在工会、办公室、劳资科多个岗位工
作过的老员工，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退休日
也是生日，工会可以牵头为退休员工办一场节
俭而有仪式感的欢送晚宴（生日宴会），给奉献
了几十年的老员工送上鲜花、生日蛋糕，能参
加的同志尽量参加，毕竟这种场面每个人一生
只有一次。老同志是个宝，有故事，也有工作
经验，提前策划写一篇人物通讯在厂报发表，
退休当天给老同志送一张报纸，作为他们奋斗
一生的纪念。每年的这一天给老同志发生日祝
福短信，也可以邮寄生日贺卡。单位有重大活
动可以邀请退休同志回来参加，重要节日给老同
志发节日祝福短信。

总之，每个人都是奉献者，每个人都有退休
的一天。在岗时共享企业发展成果，退休后以自
己曾经工作过的企业为荣。坚决不能人走茶凉，
两不相干。

陕煤运销集团蒲白分公司 王保民

人
走
茶
不
凉

如何唤醒“沉睡”的无障碍设施？

本报讯 （实习记者 牟影影） 5月 17日，
省委宣传部与省委改革办共同举办了“全面深
化改革”系列新闻发布会的第三场，这也是省
应急管理厅自成立以来的首场新闻发布会，省
应急管理厅厅长胡保存介绍了我省应急管理系
统的机构改革情况。

据了解，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于 2018年 11月
13日正式挂牌成立，共承担涉及应急管理、安全
生产、防灾减灾救灾三大方面的18项职责，主要
包括：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
行业、煤矿、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
作；负责全省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及应急预案衔
接、演练；组织指导协调全省安全生产类、自然
灾害类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承担省应对重
大灾害的指挥工作；统一协调指挥全省各类应

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负责消
防、森林和草原火灾扑救、抗洪抢险、地震和地
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专业应急救
援力量建设；依法负责全省消防管理工作，指导
协调全省森林和草原火灾、水旱灾害、地震和地
质灾害等防治工作；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
估、救灾捐赠工作，管理、分配中、省救灾款物并
监督使用；依法组织指导全省范围内生产安全
事故调查处理，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
的调查评估等工作。

截至今年 4月底，全省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的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45.2%和
33.2%。目前，全省各设市（区），除渭南市外，其
余市（区）应急管理局已挂牌成立，有 105个县
（区、市）成立应急管理局。

我省105个县（区、市）已经成立应急管理局

5 月 17
日，西安市未
央区残联、谭
家 街 道 及 辛
家 庙 街 道 联
合举办了“庆
祝 第 二 十 九
次‘全国助残
日’扶残助残
活动”，与会领
导 向 残 疾 人
现 场 发 放 轮
椅 12 台以及
创业资助金。

张鹰
扎西令娜 摄

5月16日，
西安市长安
区郭杜街道
郭南馨苑社
区举行“自强
脱贫、助残共
享”第二十九
次“全国助残
日”主题活动。
社会各界为该
社区残疾人捐
赠2万元财物
和8辆轮椅。
张永峰 摄

5月17日是世界电信日，陕西省公安厅联合
西安市公安局举办了“5·17”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宣传周启动仪式。当日，全省各地公安机关也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

据介绍，仅今年1至4月，全省公安机关共侦
破电信诈骗案件 890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604
人。省公安厅反诈中心自2016年7月成立以来，

共接受群众及基层办案单位咨询3万余人次，发
送预警18.4万余条，止付、查询、冻结各类银行账
户23.8万个，止付涉案资金约6.4亿元，冻结资金
约10.9亿元。

图为公安部门向“饿了么”送餐员发放聘
书，让他们参与进来成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
流动宣传员。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郑栋） 5月18日，陕西“互联网+
革命文物”教育平台正式上线运营。这是省文
物局依托中国移动 5G网络打造的全国首个 5G

“互联网+革命文物”教育平台。该平台将立足
视觉增强、虚拟互动等互联网技术对革命文
物进行全景式、立体式、延伸式展现，以进
一步弘扬革命精神，对广大观众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

据了解，该平台搭建起了从“云端”到
“终端”，手机、电脑、电视“三屏互动、同步
传播”的 5G革命文物展示传播体系，利用动
漫、游戏、VR、AR等新形式、新技术，提供
革命文物全息影像欣赏、虚拟触摸和历史事件
沉浸式体验，让观众可随时随地参观革命博物
馆、纪念馆，身临其境地感知革命文物的历史
价值和现实意义。

全国首个“互联网+革命文物”教育平台在我省上线

关注全国助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