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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残疾人补
贴提供个性化辅助器具适
配服务项目

为残疾人提供辅助器具适配
服务是残疾人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康复需求之一，对改善残疾
人生活质量，提高残疾人康复效果
具有重要意义。为推进残疾人社会
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让残疾
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年，市政府将“为 ' 万名残疾人补
贴提供个性化辅助器具适配服务”

纳入市政府实事项目。区残联为
'""" 名残疾人补贴个性化辅具适
配服务已列入 !"'$ 年区政府重点
工作内容。

一、补贴对象和条件
享受补贴提供个性化辅助器

具适配服务的残疾人应具有本市
户籍，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持有残疾人证；
!、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

警察证、伤残国家机关人员证、伤
残民兵民工证；

(、持有阳光宝宝卡；
$、听力障碍者 )评估标准见

《关于对本市贫困成年听力障碍者
免费配发助听器的通知》（沪残联
康〔!""*〕+号）,。

二、服务内容和补贴标准
本项目补贴提供服务主要包

括：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及居家环

境无障碍改造；假肢、矫形器装配；
成人听力障碍者助听器适配；视力
残疾人眼镜式助视器适配；脊髓损
伤者护理用品配发等服务。补贴标
准依照已出台的相关文件。

爬楼机项目介绍

为解决居住在多层、无电梯
且行动不便人群上下楼出行难的

问题，!-'( 年，区政府把电动爬楼
机服务列为民生实事项目由区残
联、区民政局在全区范围内共同
推进，采取低廉租赁的服务形式，
为全区有需求的老人、残疾人进
行服务。在服务过程中，由专业人
员操作、安全可靠，深受服务对象
的欢迎。!"'$ 年，此服务项目又被
列入区政府重点工作的内容，继
续为全区有需求人群开展服务。

同时，区残联推出为残疾人免费
服务，本区范围内有需求的持证
残疾人可到所在街道（镇）领取服
务券。

'、服务时间及预约方式：用户
通过服务热线 $""..!(&&. 或久久
关爱为老服务热线 &.!+&& 进行
预约。

!、服务提供时间：*!--"'&!--
(、热线服务时间：.!--"'+!--
$、法定工作日期间，& !--"

'*!-- 需提前 ( 小时预约，其余时
间需提前 '! 小时预约；双休日及
法定假日需提前 !$小时预约。

2014年徐汇区助残服务实事项目
文化宣传活动

1、5月 15日上午在上海市土
山湾艺术馆举行第二十四次全国
助残日主会场活动暨“追逐梦想
创艺人生”徐汇区残疾人文化术
作品展开幕仪式。

2、5月 15日至 5月 23日在
上海市土山湾美术馆举行第二十

四次全国助残日主会场活动暨
“追逐梦想 创艺人生”徐汇区残
疾人文化艺术作品展暨义卖活
动。作品展旨在展示残疾人文化
艺术水平，弘扬社会正能量。

3、6月 7日举行第四届残疾
人运动会暨开幕仪式，通过赛事表
现残疾人健康、积极、阳光的状态。

4、出版《星光灿烂 若出其中—
09-13年星光读书会获奖征文集》。

5、助残日期间劳服所与纪勋
学校联合进行残疾人生活技能、
职业技能展示活动。

6、5月 29日在衡山电影院举
行无障碍电影放映活动。

7、区肢协与枫林街道共同举
行徐汇区枫林杯肢残人运动会；
区盲协联合区图书馆举办学习残
保法知识竞赛及讲座；区智协组
织智力残疾人亲友开展“人生因

特奥而美丽”家庭论坛演讲活动。
8、区业余大学组织在校残疾

学生开展文艺汇演。

助残服务活动

1、组织专家进社区为有需
求的视力残疾人提供配镜服务。

2、走访慰问区域内教学机
构的残疾儿童。

3、组织中途之家伤友外出
看上海活动。

4、与区体育局合作举办残疾
人体育项目裁判员资格培训班。

5、与区阳光心园指导中心共
同举办徐汇区“阳光心园”乒乓
球、扑克牌比赛。

各街镇助残日主题活动

助残日期间，各街镇残联将根
据今年活动主题及自身特点，分别
组织开展适合本街镇残疾人需要，
并能反映本街镇特色的各类活动。

2014年徐汇区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安排

关心帮助残疾人 实现美好中国梦

早上 10点，徐汇区中心医院 17
楼康复科的病区内人来人往。走在病
区，迎面而来的或是一抹温馨的微
笑，或是一道关切的眼神。而在这些
来来往往的医护人员中，你时常会看
到一个紧张、忙碌的身影，那就是康
复科主任杨坚。

2005年，根据市残联的要求，康
复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被纳入了残疾
人工作中，随之“徐汇区残疾人康复
中心”在徐汇区中心医院挂牌成立。

“之前残疾人的工作主要是以救济、
职业培训、发放辅具为主，其实康复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杨主任告诉记
者，由于原先没有这项工作安排，
好多残疾人已经错过了进行康复治
疗的最佳时间，我们所能为他们做
的只有挖掘潜力、功能补偿和环境
改造。

在杨坚接触到的要求进行康复
治疗的残疾人中，最久的已经度过了
十余年的残疾生涯，五十多岁的成阿
姨令他记忆犹新。进行脊柱手术后，
成阿姨的下肢就瘫痪了。在七八年的
时间里，她仅靠着自己制作的“简易
拐杖”才能在家里移动，而那所谓的

“简易拐杖”则是两个板凳。可想而
知，这样的生活对于她自己及她的家
庭都是一种负累。2007年，成阿姨开
始了她的康复治疗。“最主要的还是
主观愿望，能有效果也是因为成阿姨
的依从性很强。如果仅仅是靠在医院
每周进行一两次的治疗的话，想发生
根本性的改变是很难的，更多的‘功
课’还是要在家里做。”在两年的时间
里，杨主任和成阿姨的治疗师为她制
定了一个个小目标，教会了她在家里
如何利用一些器具坚持进行简易的
锻炼。“通过两年的康复治疗，最后成
阿姨能摆脱小板凳，通过依靠家里一
些固定的家具进行借力就可以‘行

走’，我们感到很欣慰。现在她还能给
家里人烧饭做菜，做做家务。”不过，
杨主任也很遗憾地表示，像成阿姨这
样的残疾人是非常非常少数的，“可
能只有 10%的残疾人会成功的进行
康复治疗，余下的大部分不是觉得康
复见效慢，放弃了，就是本身也没有
康复的意愿。”

在接受康复治疗的残疾人中，有
一个群体是杨坚尤其关注的，那就是
孩子们。徐中心的康复科曾“收治”过
一批脑瘫小朋友，其中年龄最大的
12岁，最小的只有 9岁。“他们当时
刚刚完成下肢矫形手术，但仍未能恢
复正常的站立与行走。在拆除石膏固
定2周后，抱着极大地希望来我科作
康复治疗。”从7月开始的四个月里，
杨主任率领科室里年轻的治疗师们
共同为他们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
并利用下班后的休息时间，义务轮流
为他们进行系统的康复治疗。从长坐
位到四点跪位，再到爬行、跪走、垂直
站立……开始，孩子们无法忍受康复
器械带来的痛楚，叫嚷、发脾气，甚至
在器械上便溺几乎每次都上演，可
是，杨坚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放弃。四
个月过去了，孩子们由最初的陌生到
了熟悉，而让他们更高兴的是自己竟
然可以独立行走了。“对孩子们来说
残疾带给他们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
苦，更多的是无法融入到周围同伴中
去的悲哀，希望通过康复治疗，能让
他们开朗起来。”

徐汇区残疾人康复中心成立后
的近十年里，杨坚带领着他的团队，
为重度残疾进行上门评估，下社区进
行健康教育，为街道康复站进行具体
技术指导。“一名残疾人通过康复治
疗，他的生活能有一点改变，那对于
他的家人和家庭来说也是一种幸
福。”杨坚如是说。

康复一个人 幸福一家人
———记徐汇区中心医院康复科杨坚主任

一袭黄马甲，颈项上挂着义工胸
牌，乍一看，很难同残疾优秀志愿者联
系起来。然而，当你看到他一瘸一拐，
不要任何搀扶，甚至一副拐杖，换乘几
部公交，坚定而又自信地从事着四年
的义工工作，让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致
残的兄弟姐妹重新树立人生新坐标，
找回快乐和自信，你不由得深深感佩
起来。

八年前，在宝山阿尔斯通变压器
有限公司担任人事部经理的吕福林，
由于高血压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加之
较大的工作压力，突发脑溢血。尽管送
治及时，可还是落下半身不遂的后遗
症。不幸的是，二年后，又一次脑梗塞，
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肢体三
级残疾。想到花甲未到，就要与轮椅终
身为伴，自己还未为家人更好地尽责
时，困惑、绝望、无奈，甚至想到了死。
此时，亲友家人的关爱和暖语如和煦
春风，在吕福林心头激起阵阵涟漪。他
又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中主人公
保尔柯察金。对！要站起来，走起来，绝
不成为家庭和社会的累赘。

于是，吕福林生病第三天，就开始
功能训练。从需人扶着站立到不需人
独自站立，从起初行走 50步、100步
逐渐增加至2000步以上，疼痛、喘气、
流汗……他一次又一次战胜了“敌
人”。在家人陪伴下，试着爬楼梯，每天
1至七楼就是 2至 3次，他还利用小
区健身器材进行康复锻炼，历经春夏
秋冬，酷暑严寒，一年左右，曾被医生
认为要躺在床上度余生的“废人”，活
生生地晒被褥、冲开水、剥毛豆……
2010年 6月，当看到《新闻坊》里播出
招募义工，陪病人聊天，又欣然报名，
被顺利录用。吕福林，一个崭新的生活
轨迹展现在人们眼前。

有位南通朱先生因为创业艰辛，
30多岁就得了脑溢血，留下左半身不
遂的后遗症。到徐中心康复，当吕福林

见到他年纪轻轻瘫痪在床，就作为重
点关心对象，对病人心理疏导，用亲身
的康复体会，帮助朱先生树立信心，并
告知康复之路崎岖而痛苦，需要拿出
成功创业的勇气和精神，放平心态，配
合治疗外，要主动康复，就能逐步提高
生活自理能力。为解决病人的后顾之
忧，还做太太工作，讲述中风病人康复
的艰难和不易，多些关心和鼓励，对病
人的点滴进步，及时给予表扬，才能事
半功倍。经过二年多的康复努力及吕
福林的持续帮助鼓励，小朱终于又回
到公司工作。为了兑现对吕师傅的承
诺，病情好转时朱先生也成为徐中心
的义工，在回原籍之前，赠送一套音响
设备给医院社工部，帮助义工和病友
更好地开展交流活动。

去年8月，老吕的棋友妻子不幸
中风，卧床不动。朋友请老吕“出山”，
面对智障患者和身残的棋友，老吕嘱
咐他们的儿子每天下班后来大华医院

“拖着病人走路”，一定要抓紧六个月
的康复黄金期多锻炼，吃尽苦头才有
生活甜头；康复是一个漫长又艰苦的
过程，请家属多些包容和鼓励，少些指
责。经过三个月的锻炼，病人已能站
立，小范围行走，全家人打心眼里感激
吕福林。

与病人聊天解心结，用自己成功
的案例现身说法让更多人拾回生活的
勇气和信心，老吕觉得这个义工越干
越带劲。他有时风趣地说道：“我是废
物利用，在服务他人过程中，找到了自
我人生价值，我活得很有意义！”今年
65岁的吕福林，是凌云社区“阳光驿
站”残疾党员志愿者，获社区优秀共产
党员和“生活勇士”称号，曾被徐中心
评为 2010、2011年优秀义工和获得
2010、2011年上海市优秀志愿者称
号。在徐中心，累计志愿服务800余小
时，2013年 8月起在大华医院担任义
工至今，已服务患者128人次。

他,让人活在希望里
———记身残志坚的市优秀志愿者吕福林

再次采访吴敏之前，笔者特意翻
阅了过去的稿件，转眼竟已过了三
年，这位印象中恬静、纤细的 80后女
孩，这位文笔优美、多才多艺的视障
女孩，如今怎么样了呢？是否还是一
贯的含蓄少言，是否还是一贯的温柔
坚定呢？

眼前的吴敏还是一如记忆中衣着
得体、声线动听，脸庞常常挂着和煦的
笑容。2009年她成为上海市残疾人第
一个获得全国征文大赛一等奖之后，
每年的全国、上海征文比赛屡屡获奖，
至今已获得14个奖项。去年，在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第三届“夏青杯”
朗诵大赛中荣获三等奖。最近还被上
海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参与节目“朗朗
动听”的录制；她的文章也屡屡被收录
至各类丛书中。先后被评为“徐汇区残
疾人生活勇士、学习标兵和自强模
范”；2012年被市总工会、市精神文明
办、团市委、市妇联等 9家单位授予

“第四届上海市群众性读书活动十大
明星提名奖”，和“上海市学习型示范
家庭”的荣誉称号。

这个出生后不久就被发现眼睛与
常人不同———左眼几乎完全失明，右
眼也存在严重的视力障碍，仅剩下光
感的女孩。这个面对命运的捉弄却不
自怨自艾而是选择勇敢面对，用自己
并不健全的身体做了大量帮助他人的
事情，并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的女孩，
怎能不叫人敬佩呢？

2008年在区残联、区文化局的关
心重视下,星光读书会由区盲协与区
图书馆在 5月 12日全国助残日前夕
发起成立，吴敏作为第一批成员与其
他视障朋友相聚在一起读书、读报，交
流沟通，看“无障碍电影”。读书会中有
老年盲人，既不会盲文又不会用电脑，
每一次参加征文都由他们口述吴敏帮

忙整理。后来一起参加盲人电脑培训
班时，因为很多盲人朋友都是第一次
接触过电脑，不仅键盘操作成了障碍，
记住老师的讲解都成问题。吴敏主动
在课前课后帮助他们熟悉操作，让学
员们都顺利通过了结业考试。平时的
她还会带着无障碍电影的光盘奔赴许
多全盲家庭，带给他们久违的文化享
受。在参加市残联举办的“读书达人”
比赛中，除了她最擅长的朗诵之外，还
要求一项才艺表演，而她选择了对于
盲人难度较高的广场舞，从未学习过
舞蹈的吴敏，道出其中缘由：希望通过
参赛让其他从未登过台的盲人朋友也
能够在舞台上一展风采。她还参加了
残联组织的职业培训，拿到了初级美
容证书，从此只要盲人朋友参赛表演，
化妆事宜就都落到了吴敏身上。她想
的最多的永远是如何帮助他人，她被
盲人朋友们亲切称为“小安妮老师”，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作者海伦·凯
勒，对她帮助影响最大的是安妮·莎
莉文老师）吴敏始终认为:我们人人都
可以成为“海伦”，人人都可以成为

“安妮”老师；因为海伦坚忍不拔、永
不言弃的精神，安妮老师锲而不舍、
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感召的世人、
激励世人。

残疾人，其实与健全人一样，虽
然受制于自己的身体条件，但也有自
己的理想追求，也有自己的生活梦
想。正如吴敏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样：

“梦想的实现是四季轮回中一朵春花
的绽放，是岁月河流中一个浪花的涌
起。”或许这种梦想，即使是一粒干瘪
的种子，也要不屈地破土生长；或许
这种梦想，即使是一朵破碎的浪花，
也要深深地渴望着大海。因为总有一
种梦想，会让零落的花瓣，轰轰烈烈
地绽放。

让梦想绽放
———记市残联“读书达人”吴敏

由吕舜玲女士一手创办的
致康园坐落在长桥八村小区内，
由一座两层小屋组成，路过这里
的人很容易把它当成幼儿园或
福利院。但这却是一座给许多家
庭带来希望的“康复之家”，是一
个专为脑瘫和自闭症患儿提供
康复服务的地方。近日，有幸走
进这座给人希望的小屋。在一楼
的办公室里，笔者看到了创办人
吕舜玲本人，她静静地坐在办公
桌前，而桌上则摆放着一本厚厚
的照片集。谈起创办致康园，吕
舜玲的眼中满是自豪，仿佛完成
一个很大梦想一般。

今年 80岁的吕舜玲出生时
由于窒息导致了脑瘫。当时不清
楚什么病，她连坐都坐不起来，更
无法生活自理。直到她18岁时才
被确诊脑瘫，之后就被送到香港
接受治疗。她在香港接受各种中、
西医治疗，她发现传统中医推拿
对她帮助最大。于是，回到了上
海后，她在进一步寻找各种有效
的治疗方法的同时，认识到民间
中医推拿师的治疗在她身上起到
的积极作用，于是她逐一拜他们
为师，一边治疗一边学习，克服常
人难以想象的学习困难，坚持自
学，进修了中、西医理论。经过十
几年的钻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一套脑瘫康复推拿方法———简称

“吕氏推拿”。
由于自身残疾，吕舜玲对残

疾人有着特别的爱心和同情心。
2003年为了让脑瘫儿童得到更
多的康复机会，吕舜玲女士在弟
弟妹妹们的支持下，卖掉了父母

留给她的当时价值近千万元的
房子———两栋花园洋房，创办了

“徐汇区致康儿童康健园”。建园
之初，吕舜玲一度曾担心家长不
放心把孩子送来这里，但事实上
却是目前住着 32个孩子，接近
饱和状态，此外配置了康复师、
护工、管理人员、厨师、门卫、清
洁工等在内的“老师”，他们与

“学生”们形成了 1.5:1的配比。
对于孩子们而言，在致康园

有什么感受呢？那么孩子们的回
答往往会是：“酸疼（训练）并快乐
（认知、游戏、活动）着”。在这些孩
子中，除了由家长送来的外，还有
一部分是由福利院送来康复的孩
子。因为某种原因，失去了父母而
成为孤儿是不幸的，但是致康园
在吕舜玲的带领下，老师、阿姨象
妈妈一样：每天一日三餐精心喂
养，洗澡、穿衣、手把手领着行走、
学习语言、认知等悉心照顾的愉
快生活，在他们幼小心田里会默
默地增长着大家庭温暖的美好记
忆。据了解，许多在致康园康复的
孩子已经融入了社会，甚至有的
孩子步入了大学校门。

年逾八旬的吕舜玲，按理完
全可以在家安享晚年。但是，她
仍然一周 6天来到致康园，走着
困难而坚定的步伐去为脑瘫孩
子推拿。问她为什么会如此坚
持？吕舜玲是这样回答的：“我一
直有一个梦想，想让脑瘫和自闭
症的孩子能和普通人一样的生
活，这个梦想已经有五十多年
了，致康园就是让这个梦想成真
的地方！”

脑瘫患儿的康复使者
———记致康园创办人吕舜玲

2009年开始，为了推进徐汇区无障碍
软环境的建设，区残联加强了对残疾人工
作者的手语培训，先后开办了手语翻译初
级、中级及高级培训班，希望通过残疾人工
作者的学习，拉近他们与听力障碍人士的
距离。五年过去，已经有近60人获得了手
语翻译员的资格证书；在2013年底的首批
上海市高级手语资质认定中，徐汇区还有
4名获颁了高级证书。持续不断地利用业
余时间学习、练习手语为了什么，他们又收
获了什么？

陈雨沨是康健街道的一名残疾人工作
者，本人则是一名肢体残疾人。2009年，陈
雨沨第一批加入到了手语的学习中，初衷
是为了增加技能，并在工作中灵活运用，方
便与一些聋人朋友的交流，因为本身的残
疾让他更容易体会到聋人朋友们沟通不便
的那种辛酸与苦闷。在初级班里学习没多
久，陈雨沨就参加到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
赛的集训中，正是这次集训，让他感触良
多。参加铁饼铅球项目的陈雨沨在封闭训
练中，恰好与几名聋人朋友入住同一宿舍，
他尝试用刚学会的粗浅手语与他们交流。
让陈雨沨欣喜的是，尽管还不熟练，但是手
语的运用让聋人朋友们很快接受了他，交
流起来比在纸上手写迅速多了。“手语，不
仅让我们融合在一起，也让我们的交流更
通畅”。

同样坚持了五年，取得高级手语证书
的章晴在凌云街道残联工作。开始学习手
语后，初级手语学习是每周两个半天，中、
高级则每周需要一天的学习时间，课程一
般都在四个月左右。然而当手语学有小成
之后，帮助人的快乐却随之而来。凌云街道
有个聋人沙龙，每周一次在社区学校活动。
一开始，有些参与者习惯不好，有时会在活
动场所抽烟或乱丢垃圾，社区学校方面沟
通不力，颇为头疼。了解前因后果之后，章
晴就利用手语之长充当起了中间人的角
色，一方面向活动者们传达了学校方面的
困扰，一方面也为聋人朋友讲话，消除学校

方面的担忧。几来几去，章晴和聋人沙龙的
聋人朋友们渐渐熟络了起来，“自从用手语
交流后，感觉这些聋人朋友的心门打开了，
他们乐于听你讲话，也乐于表达”。在章晴
的沟通之下，如今，40多个聋人朋友参与
的沙龙在社区学校开展得顺顺利利，每次
活动完，他们都将桌子搬整齐、垃圾清干
净，社区学校早已没有了之前的后顾之忧。

说起学习手语后与聋人朋友们的沟通
无碍，田林街道康复站工作的常蓓莉也颇
有感触。“不懂手语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急
躁得无法表达，我们也不理解，又或者他们
表现得很封闭，难以接近；现在学会了手语
之后，用手语和他们交流，他们就一点点地
愿意接受你了。”不过，也是学习了手语之
后，常蓓莉才知道还有中国手语和上海手
语的区别。“现在，大部分老年听力障碍者
都使用的是上海手语，和我们学习和要推
广的中国手语还是有差别，不过好在他们
看到我们使用手语，首先就亲近了一分，我
们尝试着去理解他们使用的上海手语，更
希望能将中国手语推广出去。”

冯妮是一名听力障碍者，同时又在华泾
担任助残工作。比起完全听不见的聋人朋
友，冯妮只是听力比较弱而已，在健全学校
学习的她，甚至讲话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手语则只会上海手语。去年，成为徐汇聋人
协会副主席后，为了联系更多的聋人朋友，
冯妮也开始了中国手语的学习。中国手语和
上海手语在很多表达上都是有差异的，这是
冯妮最头痛的地方，但是和经常能帮助到别
人相比，似乎也就不值一提了。

可以说，这些残疾人工作者手语的学
习体悟几乎如出一辙，那就是他们切实感
受到了手语的力量：通过手语，拉近了彼此
的距离。如今，为了让更多的听力障碍者得
享无障碍的沟通，区残联的工作还在推进。

“预计下一步手语培训将在社工队伍、医疗
窗口工作人员等中间推广”，区残联有关负
责人说道。
下图手语含义为一起实现梦想

手语，拉近彼此的距离
———访部分获得手语资格证书的残疾人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