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翔行动”让残缺的翅膀更坚强
——— 东营职业学院残疾学生帮扶工作成效显著

残疾人就业难一直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东营

市，残疾人的就业率却高达
80%，这样一个数字无疑是令

人振奋的。针对残疾人就业
情况，记者采访了东营市残

疾人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

理事长周爱文。

记者：目前东营市残疾

人就业现状怎样？

周爱文：我们现在全市
残疾人总数是 12 . 1 万，这是
抽样调查的结果，占全市人
口的 6 . 65%。有劳动需求的残
疾人近 3 万人，现在就业的
有 2 . 3 万多人，达到了 80%

以上，应该说在全省乃至全
国这个比例也算高的。

记者：市残联如何促进
和帮助残疾人就业？

周爱文：残疾人就业一

般有以下几种途径：一种是
集中式就业，它包括三个方
面：一是兴办福利企业，主要

是税收的优惠政策，现在有
39 家这样的企业；二是科技
扶贫，集中搞扶贫基地，是近
几年才兴起的，目前我们每
年建 20 处残疾人扶贫基地，

每处解决就业 10 人以上；三
是从 2009 年开始搞公益岗，

这是针对目前残疾人的文化
水平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
丰富、需求也越来越高的现
状开展的，今年应该能安置
30 名残疾人到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从事相关工作。

第二种安置方式是按比
例就业。对于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及企业和各种经济组织
按照在职职工人数 1 . 5% 的
比例安置残疾人，这是一个
主要的形式。个体从业自主
创业在农村范围比较广，包
括经商、维修、按摩、庭院经
济、自主创业等。

记者：具体都采取了一
些什么样的措施？

周爱文：一是按照全市
残疾人的分布情况和人才交
流中心联网登记，通过办理
求职登记建立一个就业平
台；二是大力开展技能培训
工作。培训的时间一般都在
一个月以上，保障每个人都
能学到一定的技能。近三年
有 12000 多人得到了培训，有
800 多人成为了当地小有名
气的致富能手。除了市级培
训外还输送一批残疾人到其
他地市、省去培训。我们培训
的残疾人在全省乃至全国技
能大赛中都取得过好的名
次；三是鼓励个体从业自主
创业。个体从业主要是在办
理相关手续、税务等方面优
先、优惠，特别是办理手续方
面一律免费；四是大力提倡
福利企业，主要是税收的减
免；五是资金和技术的支持。

资金方面，县区每个个体
1000 元，自主创业的如庭院
经济每个个体 3000 元，盲人
按摩每个个体 5000 元，每个
扶贫基地支持资金 5 万元以
上，通过这些政策措施有力
地促进了残疾人就业工作的
顺利开展。

对于弱势群体，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
疾学生、女生等，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强。

自立，就是自己在生活上能照顾自己、

经济上能独立。要自立，就得有自己的工作，

并干好工作。在残疾人中，残疾大学生是佼
佼者，所以，残疾大学生要珍惜在校学习机
会，学得真本事，同时，要对自己的未来充满
信心。另外，同学们还要明白，既不能终生依
赖别人，不能因为别人或社会帮助得少就怨
天尤人，也不要拒绝别人的帮助，社会本来
就是需要互相帮助的，所以，你们要坦然地
融入这个集体，在接受帮助和帮助别人中共
同进步。现在有的同学不想参加集体活动，

一门心思抓学习，准备专升本。重视学习，准
备专升本，这绝对是好事，但不想参加集体
活动绝对不是好事，参加集体活动，能培养
你们健康的心态，能体验生活的乐趣，对克
服挫折和困难将有重大的作用。

自强，就是精神自强，心理自强，人生
自强。精神自强，就是要有信念。张海迪
说：“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要飞
翔”就是张海迪的信念！她虽然不能站起
来，但心也要和正常人一样拥抱大自然，

享受青春，充实而快乐地生活，也要回报
父母，回报亲朋好友，回报社会，创造有价
值的人生。心理自强，就是要有更阳光的
心态，更有战胜挫折和困难的决心，更加
珍惜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人生自强，就是
有志向，有成就，创造出平常人不能创造
的成绩。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
能随随便便成功。希望你们能够遵循这样
一条人生轨迹：受助——— 自助——— 助
人——— 创造大业绩，创造能流芳百世的有
价值的人生。

郭士新是东营职业学院

2008 级机电一体化专业 3 班的

学生，残疾大学生社团的社长，

他用自己的努力克服身体缺陷。

在学院校报办公室，记者
见到了朴实厚道的郭士新，让

记者想起了他加入大学生记者
团后一次表彰大会关于他的颁

奖词：“一副忠厚的面孔，一贯

低调的作风，他勤勤恳恳，工作

积极，默默地用行动证明着自

己，他像春天里的一粒种子，正
努力的破土而出。”

郭士新说：“在大学取得的

成绩不多，但是学校却没有让

我感受到残疾带来的‘麻烦’，

反而老师和同学们给我的帮助

更激励着我好好学习，去实现
自己的理想，找一份可以回报

社会的工作。”2008-2009 学年

度，郭士新获得了优秀通讯员

的称号，考取了电工证、数控工

艺员资格证；2009-2010 学年

度，被评为优秀学生记者的同
时，还考取了 ISO9000 国际质

量体系认证内审员证。

他告诉记者，这几天就要
去滨州的一个单位面试，希望
能够面试成功。

贺慧敏是教育系中专段
2009 级 1 班的学生，她用自己

的话激励着身边的每个人：“踏

着暮色，想想今天干了什么；看

着晨光，想想今天要干什么。”

贺慧敏于 2009 年获得了

教育系踏青文学社优秀社员称

号，2009-2010 学年度成为教育

系的学习标兵，获得优秀通讯

员称号，还被评为中专段院级

优秀学生，连续两年获得二等

奖学金。

她虽然身体有残缺，但是

学习却很好。她说，有时候自己

很自卑，别人无意间的一句话

会使自己封闭起来。“也许我还

不知道怎么与同学处好关系，

我想知道怎么融进同学中去，

我会敞开心扉与同学交流。”

贺慧敏最大的愿望是去西

藏支教，她想帮助更多的人，所

以还想去孤儿院工作。贺慧敏告

诉记者，平时上体育课只能站在

一边，想想当天上课的学习内

容，“或者跳跳绳”。贺慧敏说着

跟记者展示起来，“我腿这样，能

连起来跳就不错了，还需要加强

锻炼”，但是贺慧敏很有信心能

连着跳更长时间。

郑玉影是东营职业学院

1999 级的毕业生，她出生不到

四个月就失去了双手。在学校

领导和老师的帮助下，她取得

了优异成绩。

1994 年，原东营市市委书

记、山东省省政协副主席李殿

魁为她题词：“学习、锻炼、自

立、奋进，做新时代的建设者。”

1998 年 4 月她被评为首届“东

营市十大杰出青年”。1998 年 8

月被山东省残疾人工作协调委

员会评为“山东省残疾人自强

模范”，期末考试她获得了全班
第三名的好成绩。1999 年获山

东省优秀毕业生称号，同年又

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再

一次证实了自身的价值。2000 年
6 月获得 1999 年度山东省“自强

杯”优秀残疾人大学生奖学金一
等奖。2002 年 5 月，在山东省残
疾人联合会和肢残人协会联合

举办的全省“生存与发展”研讨

会论文评比活动中，作品《残疾

人生存与发展的思考》获三等

奖。2000 年，大学毕业的她用自

己的实力征服着身边的一切。她

走出校门，踏上了社会，如今，

她已是东营区残疾人联合会的

理事、肢残人协会主席。

郑玉影告诉记者，她一直

信奉的一句话就是“别人能做
到的事，我一定能做到”，她一
直用这句话激励着自己，学会

了料理自己的生活，捧碗吃饭，

用小勺插进袖口中吃菜，穿衣
服、系扣子，洗脸、梳头……没

有双手，却样样做得很好。

像郑玉影、郭士新、贺慧敏

这样身残志坚的飞翔社成员还

有很多。曾获得 2006 年第七届
山东省残疾人运动会 100 米、

跳远冠军，在 2007 年 5 月昆明

举办的中国第七届残疾人运动

会上，摘得 100 米银牌、4×100

米铜牌，于 2010 年 7 月获得北

京全国残疾人锦标赛 400 米冠

军，100 米、200 米亚军，并且打

破 200 米全国记录，同时荣获

“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袁义志，

他也已经在 10 月 29 日下午带

着夺冠后的喜悦从家乡启程到

福州参加国家队的集训，备战

即将开始的 2010 年亚洲残疾

人运动会。

已经在市残联参加工作的

隆鹏，让成绩证明自己的李增

龙，风雨中看到彩虹的李占营，

相信勤奋让梦想成真的刘丽

彬，乐观收获生命精彩的程国

花等等。30 余名飞翔社社员用
自己的努力和坚强展示着飞翔

社的风采，也表达着东营职业
学院对残疾大学生的爱和让他

们勇敢去飞翔的心。

（文/李沙娜 郑金光 杨登山

图/任小杰 郑美芹 王斌）

格学子风采

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

东营职业学院注重做
好残疾大学生工作，通过

实施“飞翔行动”，整合政

府、社会、学校、家庭、个人

等多种资源，对残疾学生

进行帮扶教育，取得了显

著成效。

一是整合各种资源，多

措并举。充分发挥学校的主

体作用，完善学院帮扶措

施，发动学院各部门、广大
师生积极参与，开展“一对

一”联系活动、捐助活动等；

积极争取政府部门，特别是

市残联的大力支持，帮助协

调社会力量，落实各项帮扶

政策，维护残疾大学生的权

益；加强与企业、新闻媒体

等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加

强宣传，争取在

勤工助学、就业
创业等方面的

支持；争取残疾大学生家

庭的支持，共同做好学生

教育工作；成立残疾大学
生社团组织——— 大学生飞

翔社，引导残疾大学生自
强自立。

二是通过多种途径，

实施全方位帮扶。物质资
助以学院学生资助中心为

主实施，建立政府资助、学
校资助、社会资助、师生资

助、家庭努力、个人自立相

结合，以政府资助为主导，

以助学贷款、奖学金为主

体，助学贷款、奖学金、助

学金、勤工助学、缓减免学
费、特殊困难补助、绿色通
道、生活照顾、免收有关费

用、免费入保相结合的资

助机制。鼓励残疾大学生

参加力所能及的勤工助学
活动，在给予性资助的基

础上鼓励学生自我解困。

心理援助以学院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为主实施，通过

心理测评，建立每个残疾

学生的心理档案。就业协

助以学院和各系部就业指

导中心为主实施。加强就
业指导，宣传残疾人就业
政策，争取市残联、社会各

方面的支持。以各系部为

主实施，每个残疾学生确

定一名重点联系老师，成

立帮扶小组，及时解决残

疾学生学习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人生自助，通过残疾

大学生社团组织和个人努

力，学会勇敢地面对生活，

面对人生。

三是采取多种措施，

实施系列教育活动。成立

东营职业学院大学生飞翔

社，各系部成立帮扶小组，

建立残疾大学生成长档

案。编印《优秀残疾人事迹

选》，组织优秀校友——— 郑

玉影自强不息先进事迹座

谈会、本市有成就的残疾

人座谈会，组织学生阅读

张海迪的《轮椅上的梦》等

励志文学作品，观看《隐形

的翅膀》等励志影视片。组

织残疾大学生开展成长交

流、读书交流等活动。建立

心理档案，学唱励志歌曲，

培养积极的心态。“爱心礼

包”。为残疾大学生发放扶

残助学金，免费为残疾学
生入一份保险。感恩回报。

组织残疾大学生到盲聋童
学校、福利院开展教育活

动。走向社会。向残疾大学
生宣传就业政策，组织残

疾大学生走访残疾人企

业，指导残疾大学生就业。

格残疾人就业

同创美好生活

寄语：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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