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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1日上午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开幕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的决定，听取了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草案）、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

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起草情况的说
明和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会议听取了政协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2021年工作情况的
汇报等。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主持开幕会。全国政协副

主席兼秘书长李斌等分别就有关议题作了说明。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22年3月4日在北京召开。建
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以来
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
他有关报告。

关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
（2022年3月1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
（上接第1版）

从华灯璀璨的人民殿堂到暖意融融的儿童之家，从城市
的福利院到偏远的农家小院，人们被这一幕幕场景温暖着、感
动着——
“‘妈妈’好，和你握握手。”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总书记同“爱心妈妈”

景凤英亲切交流，深情地说：“希望福利院的孩子和祖国其他
孩子一样健康生活、幸福成长。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谢谢你！”
在湖北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街青和居社区，总书记同坚

持为盲人讲解电影的肢残女孩杜诚诚亲切握手，夸奖她的工
作“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小胡林，继续努力！”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总书记用双手扶住全国自强模范、无

臂画家胡林的肩膀，赞美自强模范们“身上的精神就是自强不
息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也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
为生活困顿者带来温暖、为身残志坚者撑腰鼓劲，温暖的

瞬间饱含着人民领袖对残疾人的无限深情。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

注。”这份“格外”的爱，在总书记心中重若千钧。
以上率下、率先垂范，残健共融风气日渐浓厚；亲自谋划、

亲自推动，顶层设计日益明晰。
“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

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是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残疾人事业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残疾人工作成为“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残疾人事业更
加充分地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纳入全面深

化改革的重要方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完善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

的法律法规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加强残疾康复服务融入加强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之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和设

施，完善帮扶残疾人等社会福利制度设为“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加快发展残疾人事业。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系列顶层设计

和战略部署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发展方向性根本
性问题。

关爱，无处不在

2020年9月17日，湖南长沙，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基
层代表座谈会，当面听取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对“十四五”规划
编制的意见和建议。

利落的短发、自信的谈吐，来自城步苗族自治县的“90
后”苗族姑娘杨淑亭的一番发言令总书记印象深刻，“为你自
强不息的精神而钦佩！”

2011年，一场车祸让杨淑亭高位截瘫，家里为她治病欠
下20多万元，生活跌落低谷。向命运抗争的路上，杨淑亭没有
屈服。在各方支持下，她开办起生产足球、箱包等的企业，还带
动了家乡数百家贫困户脱贫。

杨淑亭的奋斗故事，正是新时代中国残疾人不断实现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生动缩影。
受身体障碍、劳动能力弱、教育程度低等因素影响，贫困

残疾人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返贫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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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残疾人如期脱贫作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指标。

2016年4月，在安徽金寨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因
病致贫、因残致贫问题时有发生，扶贫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兜底
措施”。

2017年6月，沿着崎岖的山路，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仆来
到位于山西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赵家洼村。

贫困户王三女孙子、孙女患有残疾，只靠她一人养活，生
活十分困难。总书记给她带来了米、面、油，安慰她好好生活，
还叮嘱当地干部安排好她孙子、孙女的特殊教育。

脱贫奔小康的路上，习近平总书记总是记挂着残疾人
群体。

总书记关心没有劳动能力的特殊贫困人口的生活，提出
“加快织密筑牢民生保障安全网”“强化保障性扶贫”；

总书记重视贫困地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健康服务情
况，要求“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
均水平”；
总书记懂得残疾人等特定人群的特殊情况，指示“开展大

规模专项扶贫行动”，组织实施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明确要求，为在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伟大实践中破解因残致贫难题指明了方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等中央

文件将贫困残疾人扶贫工作纳入整体布局；各地以更加精准
的措施、超常规的力度帮助贫困残疾人脱贫；广大贫困残疾人
本着“弱鸟先飞”的意识和“滴水穿石”的精神，自强自立、自主
脱贫。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2021年2月25日，

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庄严宣告，7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残
疾人告别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残疾人这个特殊困
难群体消除贫困的奇迹。
既要兜住民生底线，也要织密幸福保障网。
只需用胳膊肘一碰，就能打开柜门。2022年 1月 4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冬奥村考察。在残疾人运动员住房样
板间，一个便捷的无障碍设施，得到总书记的称赞。
“要把细节处理好，想运动员之所想，办运动员之所需。”

总书记叮嘱。
对残疾人运动员的关怀无微不至，对广大残疾人的照顾

帮扶更需精准周到。
“要实施精准帮扶，把钱花在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针对

性帮扶上”，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下，各项社会保障措施日益
完善。

民政部、中国残联等相关部门指导在全国全面建立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十三五”期间
分别惠及1200多万困难残疾人和1400多万重度残疾人；各地
各部门共同支持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不断加大残疾
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参保支持力度……一项项社会保障
措施如一条条丝线，为残疾人织就幸福生活保障网。

要持久系统地保障残疾人权益，既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
体系，也需要在各方面建立管根本、顾长远的残疾人权益保障

制度。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各项建设事业都要

把残疾人事业纳入其中，不断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
截至2021年5月，我国直接涉及残疾人权益保障的法律

有80多部、行政法规50多部，以法律之手为残疾人高擎“保护
之盾”。
《“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为保障残疾人民生、

促进残疾人发展作出系统安排；《“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
行动计划》加快健全特殊教育体系步伐，推进特殊教育高质量
发展；两期国家残疾预防5年行动计划将有效减少和控制残
疾发生、发展作为行动目标……全方位、立体化的残疾人权益
保障制度让幸福触手可及。
“残疾人事业是春天的事业，是一个浩繁的社会系统工

程，不可能完全由政府包下来，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和各方
面力量开展扶残助残活动。”30多年前，在福州市残联的一次
会议上，习近平同志作出这样的论述。
汇集合力，凝聚大爱。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鼓

励更多人加入到扶残助残行列中来。
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推进残疾人事业当作分内的责任，各

级残联组织充分发挥代表、服务、管理职能，努力做残疾人的
“娘家人”“知心人”，广大助残人士伸出热情的双手，越来越多
“播种者”和“耕种者”共聚“春天的事业”……

新时代的春风里，我国残疾人事业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
面，广大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力量，循梦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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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们不断用实际行动迸发生命光彩，去诠释、书写
无悔人生”。

时隔6年，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的杨玉芳和高志宏夫妇依
然清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激励人心的话语、同他们亲切互动
的温暖瞬间。
这些年来，他们坚持为敬老院的老人们朗诵诗歌，传播正

能量；做手工活拿去义卖，资助寒门学子，尽己所能为周围的
人带去美好。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

一支重要力量，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
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秉持对残疾人主体作用、能力的充分
尊重和肯定，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残疾人，勉励广大残
疾人于逆境中追求进步、在残缺里创造幸福，在新时代广阔的
舞台上，不断迸发生命的光彩。
这是愈发宽广的人生之路——
福建闽清县残联工作人员黄道亮珍存着自己闽江职业大

学的毕业证书，签发人清晰地印着三个字“习近平”。
1988年、1989年，残疾考生黄道亮两次参加高考，尽管分

数达标，却因身体原因落榜。直到第三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
习近平兼任校长的闽江职业大学破格录取了他。黄道亮由此
成为福建省第一名无双臂大学生。
“这对于我来说，不亚于一次重生。”
如今，上学就业不只属于黄道亮等“幸运儿”。一组组数据

见证着中国残疾人愈发宽广的逐梦之路：
“十三五”时期，5.75万名残疾学生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

近1万名残疾学生被高等特殊教育学院录取；
“十三五”时期，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每年均超过

800万人，2020年已达862万人；每年平均有40万名残疾人参
加政府补贴职业培训……

从菁菁校园到各行各业，越来越多残疾人带着坚强意志
和无限潜能，迈步奔向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是中国梦照耀下的奋力追寻——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我们东川的一款特色七彩面条，它是

由七种果蔬制作而成的，大家需要的可以马上下单。”坐在直
播镜头前的云南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坪子村村民张顺东和李
国秀正熟练地为特色农产品带货。
“我们虽然残疾了，但我们精神上不残，我们还有脑还有

手，去想去做。”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特别提到了张顺东的这句话，证明广大脱贫群众自立自强的
信心勇气。

如今，脱贫攻坚战中的“战斗者”成了致富路上的“领头
羊”。“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乐观地生活，特别要在乡
村振兴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张顺东说。

世界舞台上，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员们以精彩的表演
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街巷里弄中，残疾人专职委员以高昂的
热情投身公益事业和社区治理，帮助他人排忧解难；创新创业
的平台上，不少残疾大学毕业生在节能环保、高新科技等多个
行业领域勇毅笃行，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广大残疾人生活状况有了根本

性改变，成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残疾人更加自信、自立、自强，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被充分激发出来，正信心百倍地为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
这是中国风采的亮眼展现——
冰天雪地，训练正酣。
2022年开年，在甘肃白银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参加

北京冬残奥会的国家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集训队队员紧张
备战。
从朝迎旭日到目送夕阳，在蜿蜒起伏的越野滑雪赛道上，

一道道矫健的身影勾勒出新时代残疾人的奋进之姿。
在一方方竞技舞台上，中国残疾人运动员百折不挠、乐观

进取的风采一次次惊艳世界。
在去年举行的东京残奥会上，中国残奥健儿取得优异成

绩。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材料上批示：“中国军团‘神勇’，应好
好宣传，不仅体现了体育精神与实力，更体现了中国式的人权
与国家发展的成绩！”
赢得的不仅是竞技体育的金牌，更是精神上的“金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体育强则国家强，国家强则体

育强。”残疾人体育事业的辉煌是新时代中国风采的生动体现。
北京冬残奥会即将开幕，从在残疾人工作方面具有突出

代表性的学校、社区等多个点位采集的火种将齐聚北京，共同
汇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官方火种。仿佛一种号召，新时代
更大的荣光离不开广大残疾人参与共同书写。
“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也是

每一个残疾人朋友的梦。”
向阳而生，循梦而行。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广大

残疾人正以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姿态，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
征程上，共建共享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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