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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小小的排练厅能承载多少梦想？
在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排练厅里，18岁

的听障女孩刘俊霞伴着音乐翩翩起舞，梦想
着有一天能在世界舞台绽放芳华。过去 5
年，一批又一批优秀残疾人演员，从这里起
步到世界近4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巡演，成为
展示我国残疾人风采的一张亮丽名片。

成就梦想的舞台又何止这一个。过去5
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各级残联组织和社会各界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通过一项项残疾人制度完善、一件件惠残政
策落地、一次次助残行动开展、一点一滴残
疾人发展环境优化，为广大残疾人追逐更加
幸福美好的生活插上了有力的翅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

胖乎乎的蚕宝宝，彻底改变了赖运升的
生活轨迹。

家住广西南宁邕宁区那楼镇中山村的
赖运升，十多年前因被砍倒的树砸中，成了
三级残疾，干不了重活，几度尝试谋个营生
却都以失败告终，始终是村里的贫困户。

2016年起，在邕宁区残联的帮助和指导
下，依靠养蚕，赖运升不仅盖起了两层小楼，
还成了村里有名的养蚕专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几千万残疾
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
也不能少。

过去五年来，在党和政府的直接关心与
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有500多万贫
困残疾人摆脱了绝对贫困，900多万贫困残
疾人有了最低生活保障，其中260多万成年
无业重度残疾人作为单人户纳入低保，近百
万特困残疾人得到救助。与此同时，残疾人
基本公共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2000多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康复服务，400多
万人次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服务。

不仅生活有保障，还得更便利。五年
来，各级残联大力推进城乡残疾人无障碍环
境建设，制定修订9项无障碍环境建设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出台支持残疾人信息消
费、改善残疾人出行服务以及民航、金融、邮
政等行业12项无障碍政策措施，全国211万
残疾人家庭得到无障碍改造。

为让更多惠残举措成为制度保障，五年
来，民法总则等多部法律法规注重维护残疾
人的平等权利，《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
例》颁布，《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关于全
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关于建立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制定，
牢牢筑起了保障残疾人权益的制度基石。

“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

双手扶起做完按摩治疗的老人，嘴里不
停强调日常康复注意事项，耳边传来声声感
谢，这是青海仁和按摩康复医院的盲人按摩
师刘佳的日常工作场景。

作为青海省残联搭建就业平台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这所医院，盲人按摩师还有20
多位。“虽然看不到老人竖起的大拇指，但对

方感激的语气总让我特别有劲儿。”刘佳说。
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

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
要求。

5 年来，各级残联扶持 100 多万城镇残
疾人实现了各种形式的就业。中国残联推
动有关部委，相继出台了关于促进残疾人按
比例就业的意见等政策；组织开展残疾人职
业技能竞赛活动，抓实残疾人职业技能培
训；规范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建设，搭
建并正式开通了全国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
服务平台。

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中国残联数据显
示，过去5年来，残疾人教育事业加快发展，
从 2015 年到 2017 年，我国共有 2.89 万名残
疾学生通过普通高考被普通高校录取；视
力、听力、智力三类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
入学率超过90％，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比例
超过50％。

此外，自2018年7月1日起，《国家通用
手语常用词表》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作为
语言文字规范正式实施，从此我国聋人有了

“普通话”，盲人有了“规范字”。

“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
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这是习近平总书
记对残疾人的深切勉励。

冰雪健身器材体验、轮椅太极拳、活力
尊巴舞、残健融合健身操……8月7日，在第
八届残疾人健身周全国示范活动河北省石
家庄现场，2000多人用丰富多彩的活动把现
场氛围推向高潮。

过去5年，和残疾人相关的各类活动越
来越丰富。第九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第
六届特奥会、第九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等
重大活动成功举办，残疾人健康向上的风采
不断彰显；“全国助残日”“残疾预防日”“志
愿助残阳光行动”“集善工程”等活动纷纷开
展，让残疾人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人道主
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广大残疾人用
行动诠释自强不息：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在科技创新的前沿，在平凡的岗位上，涌现
出一大批残疾人先进模范；中国残疾人代
表团实现了残奥会金牌榜和奖牌榜四连
冠，在平昌冬残奥会上实现了金牌零的突
破；中国残疾人代表团参加第九届国际残
疾人职业技能竞赛，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
超过往届，展现了残疾人的卓越技能和工
匠精神。

与之相对应的，是社会各界对残疾和残
疾人的认识更加开明、尊重、包容。如今，导
盲犬走上飞机、火车了，重大新闻节目的手
语播报越来越常见了，残疾孩子和健全孩子
越来越多地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了，全国已有
16万残疾人拿到机动车驾驶证……我国“无
障碍”建设的内容，已从有形的道路交通、公
共设施、建筑、信息发展到无形的制度、行为
习惯、社会心理、公共意识。

残疾人的事业生机蓬勃，残疾人的未来
无限美好。

插上圆梦的翅膀
——写在中国残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

新华社记者 罗争光 王琦

“你们药店什么时间获得的
医保资质？获得资质前后经营状
况有何差别？”“医院医保基金使
用 情 况 如 何 ？ 还 有 哪 些 困
难？”……面对国务院第四督查组
副组长、国办督查室副主任左孟
孝抛来的问题，来自医院和药店
的十几位代表打开了话匣子，仔
细思考并踊跃作答。

这一场景，是2018年国务院大
督查坚持“开门搞督查”的生动呈
现。9月10日，在对地方开展实地督
查的基础上，国务院派出8个督查
组，分赴国务院30个部门和单位，对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
署情况开展实地督查。

实际上，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
的工作精神，在此次国务院大督
查中已是常态，目的就是为了多
收集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典型
问题线索，在掌握第一手情况资
料的基础上，协调推动地方或部
门解决问题。

10日，第一督查组在启动对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实地督查的当天，就向其移交了地方政府反
映的涉及卫生健康委的意见建议和“我为大督查
提建议”活动中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第一督查
组组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现场检查了批示
件办理情况，督查调研了医疗机构、医师和护士电
子化注册管理系统和卫生应急工作。

根据要求，第一督查组力争抓住重点，找出
具有典型意义的“牛鼻子”问题，在走访医院及
有关医疗机构过程中，除了访谈有关负责人之
外，注重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

取消药品加成，改革“以药养医”后，医院是
否出现为增加收入多次挂号的情况？如何解决
医院信息系统不能互联共享，群众就医流程繁
琐、感受差的问题？……开展大督查以来，第一
督查组走进医院，走近百姓，与有关部门面对

面、与群众建立紧密联系，细致询问人
们在医药改革中的“痛点”，努力推动
解决百姓反映的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
题。

记者看到，各路督查组坚持问题
导向，广泛采取一对一访谈、小范围座
谈、明察暗访等多种方式，深入基层一
线抓落实、促整改。

铁路出行和文化旅游一直是社会关
注的热点。然而，部分旅游项目虚假宣
传、强迫消费等时有发生，一些火车站

“打车难”等饱受群众诟病。
10 日，第五督查组召开督查组第

一次全体会议。
“督查工作要统筹好三个方面：中

央的要求、群众的期盼、外界的关注，
把督查工作做深、做实、做细。”第五督
查组组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彭树杰在
会上指出。

大督查紧锣密鼓，抓落实马不停
蹄。11 日一早，第五督查组赴文化和
旅游部实地督查。12 日，部分督查组

成员赴北京西站“暗访”，摸排线索；还有部分成
员与喜马拉雅、途牛网等企业负责人通过座谈
会、一对一访谈等方式，就群众和市场主体反映
强烈的堵点、梗阻和瓶颈问题，进行了深入交
流，力求听到真声音、发现真问题、找到真药方。

……
每天一早出发调研，明察暗访、访谈座谈同

时进行，午休时间查阅资料，下午并行召开多个
分组座谈会，晚上召开碰头会，交流督查情况，
讨论督查报告。督查期间，督查组的问题意识、
务实高效的作风，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以大督查为抓手，聚焦影响政策落实的“最
先一公里”，积极抓好整改和落实，是国务院大
督查的初衷所在。在国务院大督查推动下，各
部门、各地区正积极行动，努力形成合力，推动
各项政策落实和措施见效，确保党中央、国务院
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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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2版）

别对沾染邪教的亲人不闻不问

信邪总是要有一个由浅入深、渐渐不能自
拔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可以说，任何一个“全能神”信徒的离家出走都
不能视为突发事件。在此之前，他们的思想、行
为总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瞒不过
亲人，尤其瞒不过相濡以沫的配偶。因为亲人
的生活习惯几乎就是每个人的认知习惯，生活
中的细微变化都会给亲人以异样感。那些“发
声”“说话”的“神书”瞒不过亲人，一次次神神
秘秘的外出聚会也瞒不过亲人。但是，有的

“全能神”信徒却可以说是被亲人的爱给害
了。他们的亲人怀着“只要你高兴就一切都
好”的心理，觉得他们只是看看书唱唱歌，没想
到及时拉他们一把，直至他们离家出走，他们的
亲人才悔不当初，迭声叹息。怪只怪他们的亲
人不明白邪教总是要破坏家庭的，更不明白“全
能神”破坏家庭的意图更加露骨，其所谓的“教
义”就说：“我是专门来破坏人的家庭的，当我来
之时，人的家中便从此失去和平”“现在脱离家
庭，脱离父母、妻子、丈夫、儿女的，便是进入灵
界的开始”。

别因为误接“全能神”小恩小惠而“心
里暖暖的”

邪教“全能神”的“铺路作工”不仅神神秘

秘，而且还擅打“温情牌”，给人的印象就是“急
人所急，雪中送炭”。家里忙不过来他就帮工，
孩子住院他就垫交住院费，生活困难他就送钱
送物，总会令人觉得心里暖暖的，以为遇见了天
下最好的好人。然后，在这些找上门来的“好
人”引诱下，心怀感激的踏上“神路”，走向深
渊。直到这时，感恩的人们才发现“全能神”的
作为验证了这样一条真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神家”的温情是伪装的，那些小恩小惠只不
过是钓人的诱饵。然而，悔之晚矣，到最后，不
是被迫交“奉献款”，就是受蛊惑离家“传福音”，
再不就是被逼“过灵床”。

对待邪教的正确态度

造成这些家庭悲剧的根本动因固然是“全
能神”坑人害人的邪教本性，但是，其中一个重
要因素却不容忽视，那就是对邪教的不设防。
悲剧中的人们从不信神到信神的变化都是从
细微处开始的，假使当初能够认清“全能神”的
真面目，也就能够防微杜渐，避免悲剧的发
生。因此，要想维护家庭的幸福，首先要树立
反邪教意识，不但自己不信邪，还要提醒亲人
远离邪教；其次就是要掌握必要的反邪教常
识，及时揭穿邪教的骗人伎俩，让“传福音”的

“神子民”处处碰壁；再就是要有与邪教作斗争
的技巧，一旦亲人染邪教，能够及时帮助他们
走出邪教泥潭，在必要的时候，不要忘了求助
于反邪教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