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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实践、道路：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四十年

邱观建� 于� 娣

【摘要】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问疾”“宽疾”“养疾”思想观念与对策措施，残疾人事业
自近代萌芽，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有限的福利事业，残疾人状况得到改善。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重
视残疾人事业，残疾人组织迅速恢复发展，初步探索劳动福利型发展道路，逐步形成理解尊重帮扶残疾
人的社会风气，中国残疾人事业走向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之后，中国残疾人事业
迈入组织化体系化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残疾人事业发展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形成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体制机制，残疾人社会
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获得了实质性进展，为国际残疾人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改革开放
四十年来，中国残疾人事业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向而行，获得了大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
的残疾人事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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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Practice	and	Path:	Forty	Years	of	the	Cause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China
QIU	Guan-jian,	YU	Di

【Abstract】	The	cause	of	th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China	has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times	and	sprouted	in	modern	

tim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our	country	has	carried	out	limited	welfare	undertakings,	and	the	situation	of	disabled	people	has	

improved�	 In	the	early	day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cause	of	the	disabled�	

Disabled	organizations	were	rapidly	recover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untry	initially	explored	the	developing	path	of	labor	welfare�	The	

society	gradually	formed	a	social	atmosphere	that	respects	and	help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	cause	of	Chinese	disabled	people	

was	moving	towards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	Disabled	Persons'	Federation,	the	

cause	of	disabled	people	 in	China	has	entered	an	organizational	and	systematic	developing	stage�	 In	this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the	disabled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developing	plan�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were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Since	2008,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ause	of	 the	disabled�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the	disabled	peopl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gradually	formed�	Substantial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the	disabled�	The	cause	of	the	disabled	in	China	has	contributed	wisdom	and	

solutions	to	the	world�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ause	of	disabled	people	in	China	and	the	country'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oth	develop	very	well,	and	has	gradually	formed	a	developing	path	for	the	disabl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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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问疾”“宽

疾”“养疾”思想观念与对策措施，残疾人事业自

近代萌芽，新中国成立后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

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前所未有的进步。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

家以“仁”为内核的慈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丰富

的民本思想和大同思想。在安富恤穷的治国安

民之道中关注残疾人，《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

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对于残疾

人及照料残疾人的家庭成员予以赋税和徭役上的

豁免，《礼记· 王制》：“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

不从政。”《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服公事者，

老者、疾者皆舍。”儒家之社会理想分为“小康”

和“大同”，孔子描绘出了令人心驰神往的大同世

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诸子百家的

思想中，管仲的“九惠之教”集中体现了其慈善

思想：“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

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

困，九曰接绝。”从内容看，基本上包括了老人、

儿童、穷人、病人等所有弱势群体，与现代福利

制度相差无几。管子还提出，对那些聋、哑、盲、

跛者，国、都照例应设官收而养之，给衣食。韩

非子认为，将勤劳节俭民众所纳之赋供给、救济

闲散堕民，只会助长其懒惰的心理。这一观念催

生了后世以工代赈的积极慈善救济方式 [1]。

在实践方面，古代中国强调国家责任与政府

救济。商代最早设立盲人学校，教盲人学习礼乐。

国家收养可溯源至春秋战国时期，汉代时已有专

门机构，南朝设孤独园，北朝设别坊，唐代设悲

田养病坊，宋朝设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与慈

幼局，元代设众济院、养济院，明清亦有相应的

福利机构。唐代将残疾人分为残疾、废疾、笃疾

三个等级，宋代沿用。明法规定，对笃疾之人，

“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

近代中国残疾人事业开始萌芽。1840 年鸦片

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方面是外来文化和宗教思想的传播，传教士在

通商口岸及内地兴办育婴堂、孤儿院、诊所、医

院等医疗慈善机构，近代报刊在传播西学的过程

中报道了欧美国家关于盲、聋、哑等弱势人群的

慈善救济之法，有识之士走出国门考察西方社会

时，从国家统治、社会发展和民生的视角关注残

疾人及其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在洋务运动、

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实践和思想冲击影

响下，国民政府关切民生，颁布法规，设立救济

院，创办残疾人学校，社会上涌现出中华聋哑协

会、中国盲民福利会等组织。在近代，中国的残

疾人事业经历了从传教士的慈善救助到进步人士

的创新尝试再到社会各阶层的参与，近代中国残

疾人事业萌芽并逐步形成。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三十年，中国

人民站起来当家做主人，开展了有限的社会福利

事业。政府开展扶贫济残工作，收容和救济残疾

人，兴办荣誉军人学校、盲童学校、聋哑学校、

休养院、社会福利院等扶残助残机构。在城市中

开办福利企业，为残疾人提供参与劳动的机会和

条件；在农村组织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参与集体

生产，为无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提供“五保”待遇。

中国残疾人事业有了初步发展，奠定了残疾人事

业发展的基础。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

京举行，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残疾人事业进入了新的、

跨越式的大发展时期。

在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对残疾人

的认识经历了从个人模式、医疗模式到社会模式

的过程。医疗模式主张通过康复训练、教育提升

和职业培训使残疾人能够参与社会生活，社会模

式主张残疾人的障碍并非仅仅源自自身功能的缺

失，同样来自社会制度和环境对其发挥能力的机

会的剥夺，对于残疾人的保障和福利理念也正在

经历从人道主义向公民权利的转变，残疾人的身

份从“福利接受者”转换为“权利享有者”，整个

社会对残疾人的认识有了根本性改观。对于残疾

人的工作，“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理念是

行动的先导。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着对残疾

人群体认识的提升和态度的转变，残疾人工作由

点到面逐步开展，不断完善，依据国情，探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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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发展道路。

1. 残疾人事业初步恢复和发展阶段（1978—

1988）

新时期残疾人工作的足迹，第一步是 1978 年

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中国盲人聋人协会

恢复工作、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中国伤

残人体育协会成立以及一些地方残疾青年协会成

立为标志，向社会呼吁关注残疾人问题。这时候，

国际上出现“联合国残疾人年”“联合国残疾人

十年”，我国政府对此表示赞同与支持。国际社会

的人道主义行动以及这一时期颁布的《关于残疾

人的世界行动纲领》为我国残疾人事业提供了学

习与示范效应。我国新时期残疾人工作开始萌动、

起步。

1.1 组织基础：残疾人组织恢复和发展

改革开放新时期，残疾人组织日益涌现，组

织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残疾人事业发展中逐

步发挥管理与代表职能。1960 年，中国盲人福利

会和中国聋哑人福利会合并成立中国盲人聋哑人

协会。成立之后协会积极开展工作，给新中国的

残疾人事业开了一个好头。“文化大革命”十年

中，协会停止活动，1978 年协会恢复工作。中国

盲人聋哑人协会协同政府有关部门开展盲人聋哑

人社会救济、残疾防治、职业培训、文化体育、

社会宣传和国际合作工作，按照地方行政区划建

立地方各级盲人聋哑人协会，担负起新中国早期

的残疾人工作 [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

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为我

国残疾人事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这一时期，

对中国残疾人事业产生重要影响的标志性事件是

1984 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成立。中国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对于残疾人服务的内容、渠道和方

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积极运用社会化管理，

进一步动员社会力量发展残疾人事业的新途径。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伴

随着社会转型而成立并发挥作用的，是改革的产

物，是残疾人工作从社会救济型向事业型转变的

一项创新。这一时期，中国伤残人体育协会、地

方残疾青年协会等残疾人社会组织也相继成立并

开展活动 [3]。

1.2 坚实保证：党和政府重视残疾人事业

改革开放的实行，为我国残疾人事业带来了

新的生机和活力。国家为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保证。首先是法律层面，《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

生活”，“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

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在行政领导

层面，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残疾人福利事

业涉及的民政、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劳动人

事等多个领域，分别由有关部门主管或联合管理。

在具体措施层面，组织残疾人生产自救，建立了

福利工厂、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伤残军人

休养院等，职工有公费医疗，政府对社会福利事

业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

关心理解残疾人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马克

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从具体的人出

发而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考虑的是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利益，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这样的人道

主义更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既有理论品格又有

实践品格 [4]。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提出解放

思想，残疾人工作者举起人道主义旗帜。经过一

系列卓有成效的宣传与切实改善残疾人生存状况

工作的开展，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被广泛接受。

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写

道：“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尊重残疾人、

老人。”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基

础之一，作为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准则，逐步得

到社会确认。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蔚

然成风。

1.3 道路初探：残疾人事业由救济收养型向

劳动福利型转变 

中国残疾人事业基于残疾人口众多、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薄弱的国情，为了保障残疾人的

基本生存需求，需要提供扶助和救济。残疾人的

温饱可以通过政府和社会救助来实现，小康则不

行。只有残疾人及家庭有了就业机会，参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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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才能实现小康 [5]。因此，要创造条件让残

疾人参与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这一时期广泛兴

办的福利工厂就是为残疾人创造就业条件的主要

举措之一。给予福利和鼓励劳动相结合的思路是

我国残疾人事业的重要特色，称为劳动福利型。

它意味着我国大多数残疾人不只是享受国家的救

济，同时也从事力所能及的社会劳动，体现残

疾人的社会价值。国家和社会为残疾人提供劳

动就业的机会和条件，鼓励残疾人做社会的奉献

者，为残疾人提供了一条自立自强、共同富裕的

道路 [6]。

1.4 国际交往：残疾人事业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残疾人组织的国际交往可追溯至 20 世

纪 50 年代，早在 1955 年，中国聋哑人福利会筹

备委员会加入世界聋人联合会，并在第二届世界

聋人代表会上当选为世界聋人联合会第二届执行

局委员国，开启了残疾人事业国际交往。80 年代

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残疾人事业

也走向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残疾人组织在国际

社会日益活跃，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盲

人聋哑人协会同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几十个国家与

地区建立了交流与合作 [7]。

我国政府响应联合国号召，成立中国国际残

疾人年组委会，通过一系列活动鼓励残疾人充分

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同其他公民平等共享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1986 年，成立“联合国残疾

人十年”中国组委会，以《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

动纲领》为指导广泛宣传残疾人事业，收集、学

习国外残疾人立法经验，报送中国残疾人事业发

展年报。通过国际交往，我国进一步了解了各国

残疾人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有关政策及做法，为

发展我国残疾人事业取得了必要的资料、知识和

经验。

2. 残疾人事业持续快速发展阶段（1988—

2012） 

1988 年中国残联成立标志着中国残疾人有了

全国统一的组织，残疾人事业进入有组织的快速

发展阶段，这是新时期中国残疾人事业迈出的第

二步 [8]。

2.1 组织体系：残疾人事业组织化发展道路

1988 年 3 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残联的

组建，是客观发展的需要。我国处在改革开放新

的发展时期，经历着从温饱型社会逐步步入小康

社会的发展过程，社会需求不断增长，残疾人的

需求也不断增长，出现了许多新的机遇与问题。

基于人口多、底子薄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国情，国家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集中精力发展

经济，对于残疾人事业的直接投入是有限的。这

就造成了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供求矛盾。为了缓解

这个矛盾，一方面要将残疾人事业纳入国家发展

统筹推进，同时要建立符合国情的社会化工作体

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组建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报告的通知〉》阐明了组建残疾人联合

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残疾人事业是社会主义事

业的组成部分。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把

这项事业摆进我国社会发展的大局，做好残疾人

工作，是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是

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也是社会进步与人类文

明的标志，因而是各级政府和全社会义不容辞的

责任。”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成立对残疾人事业发展

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标志着党和政府

赋予残疾人联合会新的职能，建立起政府、社会

和残疾人的紧密联系。二是标志着残疾人社会组

织由专门协会发展为全国的联合会，有了全国统

一的残疾人组织，它是残疾人事业统一的协调部

门，既承担政府委托的任务，又动员社会。三是

标志着中国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构建残疾人事业

发展的组织体系。至 1995 年初，全国县以上及

95% 的乡镇（街道）成立了残联，省、地、县三

级残联组织基本健全，业务领域基本形成。

2.2 统筹发展：残疾人事业纳入国家发展

规划

政府是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具有强大的社会

资源动员能力，负有保障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

常运转的责任。对于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政府

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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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指出：“残疾人的处境必须根据不同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水平和不同的文化来进行具体分析。但

无论在什么地方，对产生缺陷的条件进行弥补以

及对致残后的种种后果进行处理的最终责任都要

由各国政府来承担。”我国政府一贯重视残疾人群

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

改善，政府逐年增加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经费投入。

残疾人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兼顾

特性、统筹安排，同步实施、协调发展 [9]。

1987 年我国对残疾人进行了抽样调查，对我

国残疾人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初步掌握和系统量化

的说明，为编制残疾人事业发展计划纲要提供了

可靠依据。1988 年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中国残

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1988—1992）》，这是我

国第一个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1991 年国务院转

批了《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计划纲要（1991

年—1995 年）》，将“五年工作纲要”后两年的任

务纳入其中，明确了“八五”计划期间残疾人事

业的发展目标和指导方针，规定了主要任务和指

标，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措施。至此我国残疾人事

业发展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同步实施，

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残疾人事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这个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括立法执法、

行政管理、组织建设等各方面。残疾人联合会作

为中国残疾人事业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其业务

系统是国家残疾人事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残联的业务领域由点到面，由小到大，抓住主要

矛盾，从残疾人最为紧迫的康复问题入手，逐步

拓展，在发展的过程中遵循群众需要的、可能实

现的、社会反响好的、效益显著的、基础性的、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实现了小系统与大系统的密

切联系与有效协作。

2.3 立法保障：残疾人事业法制化发展

在残疾人的法律保障方面，我国《宪法》《选

举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刑法》《劳动

法》《教育法》《婚姻法》等对保障残疾人合法权

益做出了相关规定。

我国自 1985 年起着手起草《残疾人保障法》，

1988 年 3 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后，在国家法

制部门和民政部指导下，成立有立法机构和中国

残联参加的联合起草小组，集中力量起草、修改

《残疾人保障法》。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

次会议于 1990 年 12 月 28 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的一个突出

特点是，保障权益与发展事业相结合，既保障残

疾人的合法权益，又指导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这

是中国特色。国际上对《残疾人保障法》的颁布

实施给予了高的评价。”[10]《残疾人保障法》将残

疾人事业上升为国家意志，为国家发展残疾人事

业提供了纲领和指针，为残疾人实现公民权利提

供了法律保障，为残疾人维护自身权利提供了法

律准则，为公民和社会组织对待残疾人提供了行

为规范，为残疾人事业和残疾人联合会明确了法

律地位，是国家关于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的基本

法律。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是加强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步骤，标志着中国

残疾人事业走上依法发展和依法管理的轨道。

《残疾人保障法》实施后，国务院先后制定了

《残疾人教育条例》《残疾人就业条例》《无障碍环

境建设条例》《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逐

步摆脱了残疾人相关法律嵌套于普通法的局面，

为残疾人教育、就业、康复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

更为明确、细化的法律依据。

2008 年 3 月，党和政府颁发了全面推动和促

进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2008

年 6 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联合国

《残疾人权利公约》，同年 9 月《残疾人权利公约》

在我国落地生效，中国残疾人权利保障与国际人

权机制接轨，有力地推进中国残疾人事业的科学

发展。

3. 残疾人事业全面科学发展（2012—2018）

3.1 顶层设计：党和政府对残疾人事业格外

关心 

十八大以来，残疾人事业进一步纳入“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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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

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明确指出“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为

残疾人事业做更多事情，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思想，指出“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让社会弱势群体得到应有扶助，

让全体人民在发展中提升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展残疾人事

业，加强残疾康复服务”，为新时代促进残疾人事

业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残疾人事业统筹推进，

继 2008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

业发展的意见》后，国务院又推出了《关于加快

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关于全面建立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

见》等两份重要文件。中国残联牵头起草并推动

出台了《“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

要》《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16—2020 年）》，

配合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

产业的若干意见》《“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

等重要文件，会同有关部委制定了康复服务、辅

助器具推广、无障碍环境建设、文化体育工作、

就业促进、基层综合服务能力建设、信息化建设

等七个实施方案。中国残联在推动制定和出台相

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采取沟通部委、联动地方、

分片督导、典型推广等方式，强化互动统筹，加

强沟通联系，共同推动政策的落地实施。

3.2 体制机制：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体制

机制 

所谓机制，是指构成一个系统的要素或部分

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它既是一个过程，又是

一种方式。任何一项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

要有必备的人、财、物、规章制度等，更需要一

个良好的运行机制。中国残疾人事业在实践中逐

步探索出适合国情的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普遍

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牵头、部门负责、社会参

与、市场推动、残联组织发挥作用的领导体制和

工作机制。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

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有效体制。

3.3 实质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

体系

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有了惠

及广大残疾人的实质性进展。十八大以来，聚焦

残疾人脱贫攻坚，重点关注贫困残疾人和重度残

疾人，首次在国家层面建立了残疾人专项福利补

贴兜底保障机制，通过最低生活保障、集中供养

的政策保障了残疾人的基本民生。通过动态监测

更新机制实名掌握持证残疾人的基本信息，构建

残疾人服务大数据系统，残疾人公共服务能力和

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在政策原则上，坚持普惠、

特惠与优惠相结合，既要通过普惠性制度安排保

障残疾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又要通过特惠

性制度安排关涉残疾人的特殊困难和特殊需求，

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满足残疾人多层

次与多样化的需求。残疾人的安全感、获得感不

断提升。

3.4 中国经验：国际残疾人事务中的积极

贡献 

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成就得到国际社会的

认可，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残联

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协助政府，积极发挥联合国

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的作用，全面参与国际

残疾人事务，与国际残疾人组织和有关国际机构

建立并发展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了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亚欧会议等框架下的系列区域交流合

作机制，与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建立了政

府间合作交流机制。积极拓展国际合作项目，“一

带一路”框架下的主场外交活动推进了沿线国家

和地区残疾人领域的工作交流，承担与我国国际

地位相符的国际义务。张海迪履职康复国际主席，

中国在国际残疾人组织建设中的影响力显著提升。

中国残疾人职业技能、文化体育活动在国际舞台

上大放异彩，展示了中国残疾人自强不息的良好

风貌。中国残疾人事业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纵观中国残疾人事业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从

广大残疾人的角度看，残疾人真正得到了实惠，

生存和发展状况有了持续、明显的改善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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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残疾人事业发展的角度看，经过多年的实践探

索，形成了包括指导思想、领导体制、运行机制

和发展方式在内的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发展道路。

从国家发展大局的角度看，残疾人不仅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分享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

者。残疾人组织的新形态，为打破“官本位”的

僵化模式、创建新体制提供了新鲜经验。从国际

社会的角度看，我国残疾人事业提供了在发展中

国家解决人口众多的残疾人问题的中国经验，为

国际残疾人运动贡献了中国智慧。

4 新 时 代 中 国 残 疾 人 事 业 的 新 发 展

（2018—）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残疾人事业站在新

的历史方位。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继 1956 年党的八大及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作出规范表述以来，执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表述

的新改变。新时代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民对于美

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其中发展最不平衡不充分的、

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弱势群体，残疾

人事业又将如何发展？党的十九大掷地有声补齐

短板：“弱有所扶。”，这要求我们以需求为目标，

以问题为导向对新时期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进行展

望。国家、社会、个人各层次主体发展不平衡，

国家的主体责任愈发明确，但社会和市场的积极

性和活力尚未充分调动；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体现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发展尚

未达到期望水平，基础保障制度尚不完备，公共

服务能力比较薄弱，残疾人事业制度创新、发展

效率等各方面有待提高。

新需要是残疾人事业发展新的时代课题。在

这个时期，残疾人在生活方面需要物质生活富足、

精神生活充实、文化生活丰富，康复方面享有社

会化和个性化的康复服务，教育方面实现特殊教

育、融合教育以及优质教育互为补充，就业领域

实现残疾人从我能做的到我想做的再到我热爱的

自主选择，环境方面为全社会打造便捷出行的通

行设计，在组织方面鼓励残疾人自组织和他组织

协同发展。最终实现残疾人有尊严的生活。为此，

残疾人事业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理论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逐步优化发展道路，建设和

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模式的残疾

人事业发展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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