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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殘疾人聯合會及其影響力 

張永安 

廣東省殘疾人聯合會副理事長 

 

廣東省及其所轄市、縣（市、區）和鄉鎮（街道）殘疾人聯合會以及城鄉社

區殘疾人協會的建立，對改善殘疾人的生活狀況，發展殘疾人事業，維護殘疾人

權益，發揮了積極的作用；同時，對人權保障事業、公益慈善事業和社會文明進

步事業，以及公民社會建設都起到了極大的促進和推動作用。 

壹、殘疾人聯合會的背景、性質、架構和任務 

根據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有 8300 萬殘疾人，占總人

口的 6.34%。廣東省有 540 萬殘疾人，占總人口的 5.86%。 

改革開放，百廢待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出現了喜人的景象。長期被壓抑

的殘疾人開始自發組織起來，開展生產自救和互助活動。廣州、大連和蘭州先後

出現傷殘青年協會，在當地共青團的説明下組織大型活動。鄧朴方先生先知先覺，

順應民意，於 1984 年在北京組建中國殘疾人福利基金會，開始為殘疾人籌集資

金建設中國殘疾人康復研究中心，並極力推動殘疾人上大學，獲取教育平等的機

會。1988 年，經國務院批准，整合民政部盲聾啞協會和殘疾人福利基金會，成

立中國殘疾人聯合會，並赴全國各地組建地方殘疾人聯合會組織。廣東省殘疾人

聯合會于 1988 年 12 月在廣州成立。當時殘疾人草根組織的領導人如今均成為中

國殘疾人聯合會或各地殘疾人聯合會的領導。 

殘疾人聯合會（以下簡稱“殘聯”）是在國際殘疾人運動蓬勃發展和國內改革

開放大環境下應運而生的各類殘疾人的統一組織，是國家法律確認、政府批准成

立的由殘疾人及其親友和殘疾人工作者組成的人民團體，是參照公務員管理的

“亦官亦民”性質的非政府組織（NGO）。殘聯具有“代表、服務、管理”三項職能，

即代表殘疾人共同利益。維護殘疾人合法權益；開展各項業務和活動，直接為殘

疾人服務；承擔政府委託的部分行政職能，發展和管理殘疾人事業。殘聯的根本

任務就是維護殘疾人的合法權益，發展殘疾人事業，也就是建立殘疾人社會保障

體系和服務體系。經費來源主要依靠財政撥款，也有企業和社會捐贈。殘聯的組

織架構見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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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關於維護殘疾人合法權益與發展殘疾人事業的理論探索（平等、參與、共用） 

維護殘疾人合法權益是發展殘疾人事業的出發點和落腳點。2006 年 12 月 3

日，第 61 屆聯合國大會審議通過了《殘疾人權利公約》，2007 年我國簽署了該

公約，2008 年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正式在中國生效。公約規定，一切人權和

基本自由都是普遍、不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關聯的，必須促進和保護所有殘

疾人的人權，必須保障殘疾人不受歧視地充分享有權利和自由，並促進對殘疾人

固有尊嚴的尊重。在一切政策和方案中，考慮保護和促進殘疾人的人權。 

如何看待殘疾人是形成殘疾人觀的基礎和核心。對殘疾人持不同的看法，便

形成不同的殘疾人觀。在不同的殘疾人觀的影響下又形成了不同的殘疾人事業發

展模式。不同的殘疾人事業發展模式依賴不同的法律部門。 

一、傳統殘疾人觀、醫學模式和福利法 

傳統殘疾人觀認為，殘疾人是社會和家庭的負擔、包袱和累贅，是被動的，

病態的，不能獨立的，需要醫療的群體，是主要救濟對象。殘疾人的價值因其殘

疾而降低。殘疾人在社會中不能以有意義的方式工作或發揮作用。因此，導致教

育、就業、文化、體育和交通等公共服務只是為了滿足非殘疾人的需求而設計的。

把殘疾人安置到單設的機構，把殘疾人排斥在主流社會之外，把殘疾人作為福利

救濟和慈善工作的對象，剝奪了殘疾人平等參與社會，回歸社會主流的權利。 

在這種傳統殘疾人觀的影響下，逐步形成了與之相適應的殘疾人事業發展模

式，即醫療模式，由國家把殘疾人集中包養起來，這更加深了社會對殘疾人的消

極態度。受社會排斥和壓制的殘疾人群體長期生活在一個系統地否定其權利和影

響的社會最底層，久而久之，他們會從內心適應這樣一種否定其自身價值和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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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極資訊，而且還會把這樣的消極資訊視為“真理”加以接受。內在的壓抑、外

在的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障礙，從而限制了那些本來可以對他們開放的合法選

擇。 

傳統殘疾人觀和醫學模式所依賴的法律是福利法。 

二、現代殘疾人觀、社會模式和社會法 

現代殘疾人觀認為，自有人類社會就有殘疾人。殘疾是人類社會發展進程中

不可避免要付出的代價。殘疾人有人的尊嚴，有參與社會生活的願望和能力，同

樣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社會主體的組成部分。政治、經濟、文化、科技、

軍事等領域中，古今中外都湧現出許多殘疾人傑出代表。做好殘疾人工作，是關

係到解放發展生產力的重要問題，人類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殘疾人作為殘疾的

直接承擔者，經受著巨大的不幸和痛苦，為減少和避免殘疾的發生作出了貢獻。

如果沒有交通、生產事故和疾病造成的殘疾人，也就沒有交通法規、安全生產操

作規程的制定實施和各種預防疾病疫苗的研究應用。因此，全社會都要善待殘疾

人，國家有責任為殘疾人正常作用和能力的發揮消除歧視，消除障礙，並給予特

別扶助。 

在這種現代殘疾人觀的影響下，逐步形成了與之相適應的殘疾人事業發展模

式，即社會模式，由國家和社會扶助殘疾人參與社會生活，共用物質文化成果，

使殘疾人逐步回歸社會主流，實現人生價值。 

現代殘疾人觀和社會模式所依賴的法律是社會法。 

三、文明社會殘疾人觀、權利模式和人權法 

文明社會殘疾人觀認為，殘疾人與其他公民具有同等的權利，是權利主體的

組成部分。人道是做人的道理、做人的資格，作為人所必須具有的倫理道德規範。

其核心是自由、平等、幸福。人道也可以看作是人的一種權利，我們可以暫時叫

做“人道權”，作為人必須尊重人道權，即每一個公民既擁有獲得人道服務和説明

的權利，又必須履行提供人道服務和説明的責任和義務，二者是統一的。接受人

道服務和説明與給予人道服務和説明是平等的，是維護社會公平、公正、公益與

和諧的需要。講人道不能僅僅停留在積德行善、恩賜施捨的水準,而應有更高的

層次。人道是殘疾人的朋友，人道權是殘疾人應有的權利。人人生來就是平等的，

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做好殘疾人工作，是關係到實現公民權利的重要問題，是人

權保障的重要標誌。人權保障是國家的責任，國家有責任為殘疾人的權利實現消

除歧視，消除障礙。 

在這種文明社會殘疾人觀的影響下，逐步形成了與之相適應的殘疾人事業發

展模式，即權利模式，由國家和社會扶助殘疾人平等充分參與社會生活，共用社

會文明成果，實現公民權利。 

文明社會殘疾人觀和權利模式所依賴的法律是人權法。 

目前，國際上比較流行和普遍推崇的殘疾人事業發展模式是社會模式和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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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以及在這兩種模式下以權利為本處理殘疾人問題與發展問題的方法。 

社會模式和權利模式的核心就是謀求實行一種以權利為本的處理方法，重點

關注的是發現、揭示和研究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給殘疾人造成的各種限制和障

礙。 

因此，社會政策的制定、實施，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設計、製造、提供，

應當儘量滿足所有公民的需要。這就是目前國際上比較流行和推崇的“通用設計

理念”在殘疾人事業發展領域獲得的普遍讚譽和廣泛應用。 

殘疾人事業發展模式從醫學模式逐步演變成社會模式和權利模式，體現了當

今世界和國際社會崇尚的平等、參與、共用的公益理念，彰顯了公民社會宣導的

權利意識、參與意識、寬容意識的文化特徵，樹立了現代文明社會多元、開放、

包容的人文精神。 

叁、關於維護殘疾人合法權益與發展殘疾人事業的實踐成果 

一、殘疾人生存和發展狀況不斷改善 

(一) 殘疾人康復成效突出。 

全省建立健全殘疾人康復機構 1225 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康復室 606 個，

社區康復站 2218 個，在覆蓋 6000 萬人口的 90 個縣（市、區）開展綜合性的精

神病防治康復工作。全省有 260 萬殘疾人得到過各種形式的康復服務，其中大部

分得到不同程度的康復。 

(二) 殘疾人教育狀況有較大改善。 

殘疾人特殊教育學校從 1988 年 6 所發展到 70 所，特教班發展到 189 個，殘

疾少年兒童入學率逐年提高；殘疾人從不能參加高等院校招生考試，到如今上線

錄取率基本保持 95%，殘疾人大學生累計超過 2000 名；全省殘疾人職業教育培

訓機構發展到 211 所，每年有 3 萬多名殘疾人得到職業技能培訓。 

(三) 殘疾人就業面不斷擴大。 

至 2009 年末，城鎮就業的殘疾人有 34.8 多萬名、農村殘疾人穩定從業人數

達 90 萬名、轉移就業的殘疾人達到 28000 多人。其中，2005-2009 年四年間新增

分散按比例就業殘疾人 34363 人， 9 萬多名殘疾人接受了職業技能培訓。 

(四) 殘疾人文體生活豐富多彩。 

1988年以來，廣東共舉辦了六屆全省殘疾人運動會和全省殘疾人文藝調演。

“十一五”期間，我省殘疾人運動員在國際和國內重大體育比賽中共獲得金牌 144

枚、銀牌 126 枚、銅牌 124 枚。北京殘奧會，廣東獲得 6 枚金牌、4 枚銀牌、4

枚銅牌的好成績並實現了廣東金牌零的突破。廣東省成功舉辦 2010 廣州亞殘運

會和第六屆全省殘疾人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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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殘疾人的整體素質不斷提高。 

廣東的殘疾人群體中湧現出一大批自強不息、奮鬥有為的先進人物，有“勞

動模範”、“有突出貢獻專家”、“傑出青年”、“先進工作者”、“民營企業家”。越來

越多的殘疾人自食其力，勤勞致富。各行各業的英雄模範群體中都有殘疾人的傑

出代表。越來越多殘疾人走上各級領導崗位，一些優秀殘疾人進入各級人大、政

協，參政議政，積極為經濟社會發展建言獻策。 

二、殘疾人參與社會生活的環境更加和諧 

(六) 友愛和諧的輿論逐漸形成。 

早在 1984 年 10 月廣東電視臺就在全國率先創辦《聾人手語節目》。隨後，

廣東人民廣播電臺和各市的電臺、電視臺陸續開辦定期或不定期的殘疾人事業宣

傳專題節目。改革開放以來，隨著公眾對殘疾人的認識發生深刻變化，尊重、幫

助殘疾人的良好社會風尚進一步形成。 

(七) 助殘活動廣泛開展。 

從 1991 年第一個法定的“全國助殘日”開始，省政府殘疾人工作委員會協調

有關部門、單位積極參與助殘活動。助殘志願者隊伍不斷擴大，至 2008 年底全

省在冊助殘志願者超過 120 萬名。形式多樣的助殘活動既為殘疾人解決了大量實

際困難，也促進了全省各地精神文明創建活動深入持久地開展。 

(八) 社區殘疾人生活環境不斷改善。 

廣東的無障礙設施建設在全國起步較早，發展也較快。廣州、深圳等城市基

本普及無障礙設施。全省城市社區無障礙設施覆蓋率達 31.87%，高於全國平均

（14.86%）水準。資訊無障礙建設始終處在全國領先地位。尊重殘疾人、關愛殘

疾人的“無障礙”服務觀念已逐漸深入人心 

三、殘疾人事業的基礎性工作明顯增強 

(九) 建立了一套行之有效的殘疾人政策法規體系。 

1988 年以來，省政府先後頒佈實施殘疾人事業 5 個五年計劃綱要。省人大

於 1994 年頒佈《廣東省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辦法》。1995 年 1

月，廣東省人民政府頒佈《廣東省分散按比例安排殘疾人就業規定》，使廣東成

為全國第一批在全省範圍全面推行分散按比例就業的 10 個省市之一。2000 年省

人大又頒佈《廣東省分散按比例安排殘疾人就業辦法》，在全國首開殘疾人就業

立法先河；省政府於 2005 年頒佈《廣東省無障礙設施建設管理規定》，2007 年 3

月又頒佈《廣東省扶助殘疾人辦法》政府令。截至 2009 年底，全省各級政府頒

佈實施對殘疾人優惠扶助規定 750 項。廣東形成了以國家憲法為核心，以《殘疾

人保障法》和各項法規為主體，以地方政府優惠政策為補充的殘疾人事業政策法

規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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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建立了四級網路組織機構體系。 

自 1988 年以來，從省到各市、縣都成立了政府殘疾人事業協調領導機構，

及時協調解決殘疾人事業發展中的重大問題。省、市、縣(市、區)、鄉鎮(街道)

都建立了殘聯。全省 85 個縣（市、區）通過基層殘疾人組織規範化建設達標驗

收，1574 個鄉鎮（街道）殘聯實現了“三有”目標，即有工作內容、有殘聯牌子、

有專人管理。有近 20000 個社區（村）建立了殘疾人協會、小組，配備殘疾人專

職委員 2.3 萬餘人。 

(十一) 建立了系統的殘疾人工作業務體系。 

廣東省殘疾人工作已拓展到康復、教育、就業、扶貧、生活保障、文化體育、

法制建設、社會環境等多個領域，每個領域又從殘疾人生存與發展的實際出發開

展多方面的工作。此外，建立志願者助殘聯絡站 732 個，文化活動場所 83 個，

體育活動場所 88 處，體育訓練基地 31 個，為殘疾人服務的能力明顯增強。 

肆、結語 

經過 20 年的實踐和探索，確立了一面旗幟，即人道主義旗幟，找到了一條

道路，即中國特色殘疾人事業發展道路。中國殘疾人事業的最大特色是建立全國

各類殘疾人統一的，具有“亦官亦民”性質的殘疾人聯合會。廣東省的實踐成果證

明：殘聯在動員政府資源、企業資源和社會資源之中具有明顯優勢，有利於社會

資本的形成及其作用發揮。殘疾人狀況的較大改善，發展殘疾人事業的社會環境

的進一步優化，人道主義精神、人權保障思想、現代文明社會的殘疾人觀及以殘

疾人權利為本的理念更加深入人心，為公民社會建設作出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