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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日晓通过QQ聊
天，让人觉得特别“爽”，因
为他打字速度很快。

然而，键盘上的“快”
却是高日晓心里的“苦”磨
炼出来的。为啥打字快？
因为他说不出自己想说的
话。两岁时的高日晓发高
烧，因药物注射过量而导
致了耳聋。

他的人生已因残疾而
充满障碍，而无障碍设施
建设却能从生活环境上减
少这个群体面前的障碍。

2012年，国务院出台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之后，相关文件都将“无障
碍设施”的概念升级为“无
障碍环境”，从设施到环
境，说明了这项工程的覆
盖面愈加广泛，同时也意
味着越来越多的部门参与
进这项工作中。事实上，
不少专家表示，随着老龄
化社会的到来，无障碍环
境所针对的群体已从残疾
人扩展至老年人。

2016年11月，全国政
协办公厅视察团来琼展开
“无障碍环境建设运行情
况”专题视察。视察团成
员们表示，海南在全国《无
障碍环境建设条例》颁布
后，行动迅速，但仍存在一
些问题。一些本应有无障
碍设施的地方不同程度上
仍有欠缺，一些细节还可
以更加细致。

其实，早在2004年，
海南日报刊登的新闻《残
疾人难登残联大门》便引
起了社会强烈共鸣，反响
极大，得到了有关部门重
视，促成一系列改善残疾
人交通出行基础设施的整
改。12年间，海南日报一
直关注残疾人的无障碍环
境建设情况。现在国际旅
游岛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究
竟处在怎样的水平线上？
是否达到“国际”水准？记
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相
关采访。

王会姣家住海口商冷小区，今
年60岁的她因小儿麻痹症而长年
坐在轮椅上。她所居住的楼房因
为建盖时间早而没有电梯，但好在
受到照顾的她可以住在一楼。

王会姣家里的厨房，灶台十分
低矮，高度还不到一般人的膝盖位
置，但这样的高度对于坐在轮椅上
的王会姣来说是刚刚好的；洗手间
里，各种手扶杆也装在合适的位
置，方便她如厕、洗澡。不仅如此，
她家所在的单元楼梯口也有缓缓
的坡道，她可以不费力地出门晒太
阳。王会姣说，自己很幸运，能够
在各级政府、残联的帮助下接受家
庭内无障碍设施改造。

在2016年度里，我省有1000
多户像王会姣这样的家庭可以接
受来自省残联、市残联对其家庭的
免费无障碍设施改造。记者了解
到，从2011年到2016年，我省共
投入3183.3万元，为我省4110户
贫困残疾人家庭实施了无障碍设
施改造项目。三亚市在此方面走
在全省前列。据统计，三亚市为每
户需进行改造的家庭平均投入2
万至3万元。

家庭内部的无障碍设施改造
升级仅是无障碍环境建设中的很
小一部分。近年来，我省在相关立
法、完善养老服务机构和社会福利
机构无障碍设施建设、推进社区服
务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做了不少工
作，“十一五”期间，海口和三亚被
评为全国无障碍建设先进城市。
与此同时，我省在无障碍环境建设
中也依旧存在着相关条例宣传力
度不够，无障碍设施被侵占或损
毁，部分市县未落实贫困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设施改造项目配套资金
以及因无专人管理、无专项资金支
持而导致的设施难以得到定期检
查和维护等情况。

记者走访多地了解到，目前，
我省海口、三亚城区的无障碍环境
建设工作相对较好，乡镇地区在无
障碍环境建设方面较为薄弱。

除了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还
有新与旧之间的差距。整体来
说，星级酒店，知名景区，公共机
构如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养老院、
福利院、特教学校等特殊机构，无
障碍设施建设相对达标。但在海
口、三亚等城市中的老城区，无障
碍设施建设的推进因为资金、产
权、城市发展建设等多种原因，建
设则较滞后。

有相关法规和规范，相关单位也有工
作人员，可问一句：无障碍环境建设归谁
管？答案却是一阵尴尬。

作为残疾人的“家”，省残联与无障
碍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可谓最为直接。
但联合会并非职能部门，在城市基础设
施、交通、通讯等与无障碍环境建设息息
相关的工作上并无直接管理关系，缺乏
话语权。

“残联是为残疾人群体服务的。在无
障碍设施建设上，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
为残疾人自己家里面进行无障碍设施的
改造，以及为相关职能部门在此方面的工
作提供咨询与建议。”省残联维权部主任
周金永说，省残联同时还会接应残疾人
在遇到无障碍环境建设问题时的投诉，
并转达给相关职能部门。在无障碍环
境建设上，省残联还开展建设盲文阅
览室、与电视台合作制作手语栏目等
工作，以保障残疾人权益，推动无障
碍环境发展。

“我们比谁都急，可在无障碍
环境建设方面能做的却很有限。”
周金永说。

省住建厅作为城市的“建设
者”，根据工作职能，在无障碍
环境建设中主要负责新改扩建
市政道路上的无障碍设施建
设，如盲道、坡道等。

省住建厅城建处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在国家层
面，‘十一五’、‘十二五’期
间，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牵
头单位是住建部门，但从
‘十三五’开始，则由残
联作为牵头单位。无
障碍环境建设涉及的
单位很多，类别繁多，
大家都是平级单位，

虽说有牵头单位，但很难说去督促、指挥
其他单位工作。”

生活中，大家关于无障碍设施的“吐
槽”时常让人哭笑不得。盲道被拦断、残
疾人专用洗手间成了储物间、升降梯停用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人们有了无障
碍设施建设的意识，却失去了日常维护管
理的责任，其实这也与该项工作内容散、
涉及部门多有很大关系。

坐在轮椅上的符先生说，家门口的一
个大超市为了阻止顾客将购物车推出超
市而在门口设了立桩，殊不知这立桩挡住
了购物车的同时，也挡住了轮椅。于残疾
人而言，无障碍设施是一种应该受到保障
的权益。“残疾让我们能做的事情已经变
得十分有限，可就是这几根立桩，让我们
连逛超市这种简单的事都做不了。”符先
生说道。

“我们接到残疾人士的投诉后立刻去
督促超市作出调整，但商家无动于衷，我
们没有行政处罚权，能做的就是不停地督
促。”省残联维权部工作人员说。

在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维护管理中，现
行的原则是谁所有、谁管理。盲文站牌的
设立与维管要找交通部门、盲道出现了问
题归住建部门、建筑内的无障碍设施有问
题就要找业主……从建设到日常维护管
理，虽各部门权责清晰，但缺乏统一的规
划让无障碍环境建设难成系统。而“难成
系统”时常带来的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已
经投入资金建好的无障碍设施因为使用
率低而又陷于无人问津的境况。

2016年，我国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
印发《无障碍环境建设“十三五”实施方
案》的通知，红头文件上列了13家部门，
事实上，有关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每一次
发文都会牵动多个部门，这也足以见得
无障碍环境建设本就是一项庞大而又繁
琐的大工程。

“很多人都以为无障碍环
境建设就是加个电梯、门口用
水泥抹一个坡，其实并不是这
样的。不同的残疾有着不同
的需求。有一次，我在升降梯
里请旁边人帮我按了楼层，可
因为电梯没有语音提示，我上
上下下好几回，直到有人发现
我看不到，好心提醒我楼层到
了，我才出去。其实，如果电
梯按键上有盲文，我也是可以
自己按楼层的。”盲人小林说，
在她看来，有时候健全人所给
予的帮助也算是无障碍环境
里的重要一环。

“没有明眼人带我，我是绝
对不敢出门的。”盲人按摩师黎
绍云说。

盲道有了，可盲人朋友们
却不敢出门。他告诉记者，主
要原因还是无障碍设施整体水
平欠佳：“盲道不是被占道就是
突然断了，过马路就更恐怖了，
不是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声音
提示，车子不懂礼让。我们真
希望政府可以帮我们在设施建
设上好好解决一下。”

在 同 残 疾 人 士 的 交 流
中，我们不难发现，全社会对
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认知亟
待提高。

“北京等地医院已经配备
了手语翻译，而海南还尚未出
现。”高日晓说。出门在外，
本子和笔比手语更加管用。
这两年，QQ、微信等即时通

信软件为聋哑人士的交流提
供了便利，正因如此，据高日
晓介绍，上海等地已经出台了
对聋哑人士宽带上网费的减
免政策；浙江、福建等地会为
聋人办理手机流量优惠爱心
卡等。“我们是国际旅游岛，
希望这些服务在这里都可以
跟上来。”

“对待无障碍设施建设，我
们的观念和认识都还要有很大
的提升。”周金永说。类似“导
盲犬能不能上车”等各种细节
问题都能反映一个社会对“无
障碍”的认知，城市的人文关怀
也由此显现。

市级残联在社区帮助贫困
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设施改
造时就遇到过不少困难。有一
次，海口市残联在秀英区一社
区内为一楼的肢残人士在公共
楼梯口搭建斜坡时，遭到了同
单元居民的反对。经过多次沟
通协调，斜坡才得以搭建。还
有一位残疾人士，他的家人站
出来反对对自家进行改造，原
因是“怕麻烦，也不想让外人知
道家里有残疾人”。

“硬件设施的建设只是一
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针对
残疾人的软性服务也要逐步
意识到，例如公共场合排队优
先照顾，无障碍设施的维护管
理机制如何更好地适应需求
等。”全国政协委员、科技部原
副部长陈小娅说。

省残联维权部的工作人员
向记者透露了一个具有规律性
的现象，也颇能从侧面说明我
省目前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水
平：每年一入冬，维权部接到的
各种有关无障碍设施等问题的
投诉就会增多。

原来，一到冬季，“候鸟”居
民纷纷入岛，老年游客数量增
加，这些从外地来琼的、行动不
便的人们在原住地使用过的一
些无障碍设施，到了海南却找
不到了。例如，偌大城市难觅
残疾人专用停车位。

在此次“无障碍环境建设
运行情况”专题视察过程中，
视察团中的不少专家提出，无
障碍环境是完善城市功能，提
升城乡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内
容。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是
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海南
作为国际旅游岛，其在无障碍
环境建设方面不仅要达到国
家标准，更应走在前列，与国
际接轨，成为国内城市无障碍
环境建设的典范以突显国际
旅游岛的“国际化”。

“作为国际旅游岛，海南
首先要在无障碍建设的标准规
范上有所提升，能细的地方要
更细。老城区的无障碍改造是
个难啃的骨头，还需政府下大
工夫。”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
学会原副会长吴明江说。

虽然，海南在无障碍环境
建设上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距离“国际化”的目标，海南要
走的路还很长。正如专家们
所言，无障碍环境改造上只有
我们想不到的“细”，这是没有
终点的工程。

据了解，目前，我省正在加
快出台《海南省无障碍环境建
设条例》，同时，在采访中，多家

单位也表示，希望政府可以牵
头，以此驱动这架“沉重”的“民
生马车”。

“十三五”期间，省发改委
已组织相关部门申报储备残疾
人康复和托养项目18个、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项目117个；省
残联在加快《海南省无障碍环
境建设条例》出台的同时还将
继续组织实施贫困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设施改造工作；省旅游
委也将加强景区特色服务和个
性化服务，优化和改善景区的
无障碍设施建设。

“‘十三五’期间，我们要在
进一步完善城市无障碍设施建
设的同时，还要推进乡镇无障
碍设施建设步伐。计划在多个
产业小镇、风情小镇和文明生
态村等地推广无障碍设施的建
设。”省住建厅城建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

除了硬件设施的建设，令
人欣慰的是，在我省多方的共
同努力下，虽然仍面临着资金、
人力等多方面的困难，但对于
残疾人士的各项软性服务也在
逐渐提升之中。无障碍环境建
设没有终点，而人与人心灵之
间的“无障碍”才是促使这项工
程前进的根本动力之一。

1981 年出生的高日晓是
城市中的年轻人，从小到大，让
他感受到最落寞、最茫然的事
就是当他和一大帮健全的年轻
人在一起时，大家聊得起劲，而
他却只能在一旁注视。也正因
如此，高日晓和他的省聋人协
会手语组同事会在每周走进各
高校教学手语。在聋哑人士们
看来，越多人会基本手语，就可
以帮助和促使更多聋人朋友加
快回归社会主流的步伐。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一项没有终点的工程
无障碍设施建设需更细致，国际旅游岛打

造“无障碍”，要达标更应“超前”

1、相关条例宣传力度不够
2、无障碍设施被侵占或损毁
3、部分市县未落实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项目配套资金
4、因无专人管理、无专项资金支持无障碍
设施难以得到定期检查和维护

……

两块难啃的骨头
乡镇无障碍设施薄弱，

老城区无障碍环境推进举
步维艰

散，单枪匹马难拉大车
工作杂，部门多，难成系统

难，一份属于全社会的工作
从政府到公民的“人人有责”

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将这项工作做细做好路还长

无障碍，还要跨越几道“障碍”？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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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姣正在她家改造后的厨房做饭。为方便她做饭，灶台的高度大大降低。
（海口海秀街道办供图）

我省共投入3183.3万元

为4110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实施了无障碍设施改造项目

从2011年到2016年

三亚市在此方面走在全省前列
为每户需进行改造的家庭
平均投入2万至3万元

无障碍环境
建设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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