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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想要轮椅无处申领，残联有轮椅没处发

信信息息不不对对称称，，让让残残疾疾补补助助走走了了弯弯路路

救救助助是是必必须须的的，，树树立立残残疾疾人人信信心心更更重重要要
在采访残疾人的过程中，残疾

人的一句话使得记者心里五味杂
陈。王先生曾说，残疾人有时候不张
嘴，是骨子里有点自卑。即便张嘴
了，也可能一无所获。

残疾人在教育、就业、医疗、社
会保障等各个方面有着种种需求，
我们国家目前正在竭力满足残疾人
的各种诉求。但是鉴于客观条件的
限制，并不是残疾人的所有需要都
能得到满足，这一点，无论是残疾人
还是残联，都心照不宣。为了不成为
社会和家庭的累赘，商河县越来越
多的残疾人也都开始了创业，残联
也在自己的工作范围以内，给予了
残疾人创业各项支持，包括政策、资
金等。

作为残疾人基层工作者，工作
无疑是辛苦，每天对着各种各样的
残疾人，要面对他们生活中的种种

不如意，耐心就显得尤为重要。任何
一个残疾人，都会找一棵救命稻草，
向其倾诉，寻求理解认同。此时，如
果残联工作人员缺乏耐心，会对残
疾人的心理造成沉重打击，会让他
们逐渐走向封闭。

最近，记者曾就残疾人的相关
救助政策，打电话咨询商河县残联
的工作人员。不知是什么原因，工作
人员很不耐烦地说了一通无关救助
的话，让记者一头雾水。试想，如果
是一个残疾人打来电话咨询，得到
类似的答复，他们的心里作何感想？
他们可能做了无数次的心理斗争才
鼓起勇气，拿起电话。

人们常说，“树立一个人的自
信难，毁掉一个人的自信轻而易
举。”残联所要做的，除了实在的帮
扶外，树立残疾人的信心不是更重
要吗？

近日，商河县市民孙女士给
本报“有事您说”来电反映，她为
残疾人申请轮椅，很长时间一直
申请不到，但是商河县残联的5辆
价值不菲的儿童轮椅足足联系了
数月才找到残疾人发放下去。由
于上下信息不对称，让很多残疾
人申请轮椅等残疾人救助时多走
了不少弯路。

对此，记者了解到，商河县目
前施行村委会-乡镇残联-县级残
联的信息搜集模式。由于村里残
疾人对于残联相关救助政策不甚
了解，残联相关救助措施的落实
显得异常艰难。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陈伟

重度残疾8年才办残疾证 想要轮椅不知该咋办

商河县的小琪（化名）患
有先天性重度脑瘫，今年1 1
岁了，也已经在床上躺了1 1
年。目前小琪的生活完全不
能 自 理 ，不 认 识 人 、不 会 说
话，连最基本的咀嚼都得靠
家人帮助。根据相关的鉴定
标准，小琪的情形属于一级
残疾，但是原本早该办理的
残疾证，家人直到小琪8岁时
才为其办理。

之所以迟迟没有办理残
疾证，小琪的妈妈孙女士说告
诉记者，刚开始时以为孩子能
慢慢变好，没有当回事，加之

对于残疾人政策也不是很懂，
因此残疾证一直没有办理。“有
一次，和朋友闲聊之中，无意谈
起政府对于残疾人的救助政
策，我们才想起来给小琪办理
残疾证。”

于是孙女士将相关情况上
报镇残联，镇残联进行初步鉴
定，后又去商河县人民医院进
行专业鉴定，这才将残疾证办
理下来，整个办理过程大约花
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如果早点办下残疾人证，
小琪就能早点享受到残联部门
的救助，但是由于俺们老百姓

懂得少，证件办理也是耽误了8
年时间。”孙女士无奈地说，如
今小琪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几
乎每年都得住院一两次，家里
的大部分积蓄都用来给小琪看
病。要是早知道残联有救助，家
人早点申领的话，或多或少可
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然而办理残疾人证，才
仅仅走了第一步。根据残疾
人救助的相关政策，残疾人
家庭必须享受低保，才可以
享受残疾人补贴。孙女士一
家多次向村里申请低保，但
是直到2 0 1 5年4月份村里才

给落实好，至今小琪都没有
受到残疾人补助。

孙女士告诉记者，孩子小
的时候，她们想向残联申请一
个轮椅，但是迟迟没有答复，无
奈之下，他们只得自费给孩子
买了一辆轮椅。“尽管家里收入
不多，但是也不能亏待了孩
子。”

对此，记者咨询了商河县
残联，工作人员解释道，像小琪
这种情况，家人应先向村委会
递交救助申请，然后村委会上
报乡镇残联组织，审核通过后
就可以领到轮椅了。

村委会不及时上报 残联有劲使不上

残 疾 人 王 先 生 告 诉 记
者，像小琪这种情况，在农村
里很普遍，很多残疾人家庭
不懂政策或者是不好意思开
口，往往耽误了申领救助。如
果村委会设身处地地为村民
着想，善意提醒一下，村民还
能早点领到救助。但是一旦
村委会不主动介入，残疾人
的需求就会被遗忘。“村委会
上报的信息不全面，县级残
联很难建立起完整的残疾人
信息网络，这样一来，残疾人
信息就‘断片’了。这就容易
导致残联有项目找不到帮扶

对象，残疾人需要帮助又不
知向谁开口的困境。”

郭先生曾经做过5年的村
支书，直到他离任时，他也不
知道村里具体有多少个残疾
人，有多少人需要办理残疾
证，谁又该享受哪些政策。郭
先生向记者介绍说，村民主动
找村委会申请残疾人救助的
时候，他才会被动地去了解相
关情况。如果残疾人不开口，
他们很少主动迈开腿，挨家挨
户去走访了解。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
针。村委会几乎承担了上级领

导部门所有的工作职责，而村
委会就只有少数的三五个人，
要把村里所有的情况都摸清
楚，基本是不可能的。我们也
只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如
何带领村民致富、改善村容村
貌等事情上。村委会根本就没
有时间和精力兼顾每一件事，
因此往往忽略了一些最需要
帮助群体的诉求。”

商河县残联的工作人员
提到，目前残疾人的信息绝大
部分都是靠村委会搜集，很多
信息难免有所疏漏。前不久，
商河县就收到了5台儿童轮椅

的资助，但是找了3个月，才找
到适合领轮椅的残疾人。

“为了解决村民不了解残
联相关政策的窘境，2014年，
我们在商河县12个乡镇组织
了残联政策培训，主要培训对
象便是村委会工作人员，让他
们了解政策，然后将政策告知
村里需要帮扶的残疾人群体。
通过培训，残疾人申领救助的
意识大大提高。原来残联每月
只办理五六十张残疾人证，如
今每月能维持在200余张的规
模。最多的一个月，300多名残
疾人来残联办证。”

记者手记

一、残疾人大中专学

生救助

1 .救助条件：
商河县户籍，持有第二代《残

疾人证》的残疾学生、一户多残家
庭子女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及贫
困边缘的残疾人家庭子女。

2 .救助标准：
(1)接受普通中等教育和中等

职业教育的每人每年1200元；
(2)接受全日制普通教育专科

层次的每人每年3000元；
(3)接受全日制普通教育本科

层次的每人每年3500元；
(4)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层次

的每人每年4000元。
3 .申报程序：
本人持户口本、身份证、残疾

证、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向本乡
镇（街道）残联提出申请，乡镇（街
道）残联汇总后报县残联，县残联
审核合格后报市残联审批。

4 .办理时间：
每年8月底前申报。

二、残疾人护理补贴

1 .补贴对象：
商河县户籍，年龄在16—59

周岁，持第二代《残疾人证》，无生
活自理能力的一级智力、精神、肢
体残疾人（含多重残疾中上述残
疾类别者）。

2 .补贴标准:

每人每月60元。实行动态实
名制管理，当年申请，下年发放。

3 .申报程序：
申请人持户口本、身份证、残

疾人证向村（居）委会申请、村
（居）委会评议、乡镇（街道）残联
审核、县残联审批。

三、贫困重度残疾人
生活补贴

1 .补贴对象：
商河县户籍，享受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待遇的、持有第二代《残
疾人证》且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
残疾人。

2 .补贴标准：
每人每月50元，低保重度残

疾人生活补贴对象实行动态管
理，每年复核一次。

3 .审批程序：
申请人持户口本、身份证、残

疾人证、低保证向村（居）委会申
请、村（居）委会评议、乡镇（街道）
残联审核、县残联审批。

相关链接

商河县残联的

部分救助政策

由于信
息不对称，村
里的残疾人想
要申请个轮椅
都不容易。(资
料片)

小
琪的轮椅
已经陪伴
她多年，
她需要一
个 新 轮
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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