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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海洋天堂计划月报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 1月海洋天堂计划约【46】家机构开展了约【25】次技能类学习课程，

【9】课时行为干预训练服务，【127】次各类主题学习活动，【183】次家长和老师相关的活动，直

接受益人数【303】人，直接受益家长【1898】人，参与志愿者人数【1781】人。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西北网络 

兰州灵星特殊教育中心 

在壹基金海洋天堂项目的支持下，2020年 1月开始，灵星为 7名贫困儿童进行行为干预训

练教育经费救助。本月为 7 名孩子每人支持减免康复训练 900元。自本月份开始 7名孩子将连续

训练 7个月，每一个孩子在一对一和小组训练，运动课，奥尔夫音乐课的学习中都会有不同的进

步。 

同时，灵星的教师们学习了自闭症儿童在认知领域中的评估，并应用于日常教学评估工作

中，依据孩子的能力，制定出相符合孩子现阶段的认知教学内容和方向。3名教师参加了周永福

教师的主讲的“快乐感统”培训。让教师在平日集体小组活动中丰富孩子的体能游戏课。 

 

兰州凡尘安星特殊教育中心 

2019年 12月至 2020年 1月，凡尘安星开展了“校园开放日”活动，所有家长轮流来到学

校，和孩子们一起体验学校生活，从个训课到集体课，再到孩子们的课间休息，以及午餐午休，

全透明呈现给所有家长。所有课堂同步视频直播，家长在线看老师教学。课后，家长和老师们进

行深入沟通，从孩子的课堂表现到教学满意度调查，以及家长视角的课后反馈和对孩子以及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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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期待进行探讨。这次活动除了对孩子的在校学习情况进行检验，也是对老师专业教学质量的

检验。 

 

 

 

 

 

 

 

西安市碑林区拉拉手特殊教育中心 

2019年 12月-2020年 1月，拉拉手教育培训部周灵英督学，前往重庆向阳儿童发展中心参加

“戏剧治疗在特殊教育之应用进阶班”的学习，帮助 0--3 岁重度障碍儿童和脑瘫儿童建立安全

感、亲密关系及探索环境的能力，建立与人互动的交流模式，提高自信心，激发自身自主能力。 

 

南阳市社区志愿者协会起航融合教育中心 

2020年 1月，在海洋天堂项目的支持下，南阳市社区志愿者协会起航融合教育中心，为孩

子们购买的学习烘焙技能的烘培设备已经到位，终于等到上烘焙技能培训课了！烘焙老师为孩子

穿上色彩艳丽的烘焙专用服装，从称量面粉开始，手把手地指导他们在和好的面里放入果仁、揉

成团、压扁，再进行造型。30多分钟后，孩子们的作品新鲜出炉了，希望通过开展烘焙培训

课，帮助自闭症儿童提高生活技能。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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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南网络 

南昌西湖区现代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 

1月 2日-1月 17日，中心开展绿植养护培训 16次、上门绿植维护 6次，礼仪训练 1次、上

门送货训练 2次，共有 58位学员参与学习，学员们从礼仪训练、人际沟通、认识绿植，及其生

长习性，移盆，养护，沟通技巧等各方面进行培训学习。 

为了让学员们更好的进行庇护性就业，就业辅导老师带领心智障碍学员提供一对一就业培

训，并随其到绿植养护单位手把手的指导，培养他们能够独立工作能力。老师带领学员上门绿植

养护学习培训共计 6次。 

  

送货服务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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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植移盆培训 

 

深圳市宝安区爱心智慧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2020 年 1 月 11 日，青少年班特教老师协同特殊青少年们开展春节主题手工融合实践活动。

此活动地点于深圳市宝安区永旺超市开展，活动目的一是让青少年们加深对我国传统节日--春节

的认识，感受节日气氛；二是通过手工品制作，提高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活动吸引了很多顾客

的关注，也能够大大提高特殊青少年们的人际交往能力。 

 

 

 

 

 

 

3、脑瘫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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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光之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2020 年 1 月，中心继续为重度脑瘫患者提供生活救助，包括为 6 名胃造瘘术后脑瘫患者提供

特殊营养奶粉，为 15 名重度脑瘫患者提供尿片，为 15 名重度脑瘫患者提供日常用药及门诊/住院

费。同时为重度脑瘫患者提供康复教育课程，为 15 名重度脑瘫患者调试评估轮椅（分 2 次进行），

并书写轮椅调整方案，为 1 名重度脑瘫患者调整沟通用按键，为 5 名重度脑瘫患者实施沟通和运

动训练。 

 

兰州晨光身心障碍人士社会服务中心 

1月，有【18名】学员能够独立完成手工作品，【6名】学员在老师及志愿者的辅助下能够制

作手工成品，【2名】学员仍在继续学习中，共计完成手工作品【14】件。 

 

 

学员爱民学习手工                         学员超超制作笔筒 

 

4、融合中国家长网络 

全纳教育核心骨干师资 TOT 培训 

1 月 8-12 日，40 名来自 10 个地区普通学校、特教学校和机构的全纳教育骨干教师汇聚成都

参加了为期 5 天的全纳教育核心骨干师资 TOT 培训。培训邀请成都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培训团

队为学员们进行了全纳教育实践、特需学生支持策略、优质个别化教育计划的制定、教学调整的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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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和实践、以及全纳教育的支持服务体系等内容。通过角色扮演、实践演练等方式，让学员们

深入互动，理解全纳教育的真正涵义和实践方法。 

全纳教育核心骨干家长 TOT 培训 

1 月 11 到 12 日，20 名来自 10 个地区的特需学生家长组织负责人和骨干家长在成都参加了全

纳教育核心骨干家长 TOT 培训。培训邀请了香港资深社工周佩仪以参与式培训的方式带领家长组

织骨干们学习和实践了有关非暴力沟通、家校合育、全纳教育倡导等方面的内容。使 20 名家长骨

干学习了培训师培训技巧及家长和家长组织在推动全纳教育方面可行的方案。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一）脑瘫网络 

北京光之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本月第一次画展获得特等奖的参赛选手是生命树恩惠，17岁，很重度的徐动型脑瘫，恩惠生

性善良聪慧，如同她的名字。虽然受限于脑瘫的障碍，使得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也无法用语言

表达自己。但是她骨子里带着一股不服输，我要努力尝试的劲头。生命树成长小组王老师一次上

课时，问到每个人内心的渴望，恩惠选的是: 她想过崇高有盼望的人生。恩惠的梦想是，发明一

种脑瘫人士绘画的方法和技巧，她希望帮助并鼓励很多像她一样的脑瘫青少年们，也有信心拿起

画笔，表达他们内心丰富的世界，让社会，让人们”看见”脑瘫这个群体，活出慢飞天使不一样

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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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课曹老师深深地被恩惠求知的热情感染，她说在给生命树的脑瘫孩子们上课的同

时，她和志愿者老师们也收获了一份满满的生命的意义，爱与力量。 而美术老师才 9 岁的女儿也

画了一副作品展出，并希望将她卖画所得的钱捐给生命树。当有人问她，这幅画想要表达的意思

时，她说:” 妈妈说那些孩子不会说话，他们是用眼睛表达的，所以我画了一只眼睛，我想跟他

们沟通.” 多么美丽的心灵，美丽的女孩儿啊! 恩惠的生命祝福了老师的生命，而妈妈的爱又那

么自然地传递，影响了女儿。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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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晨光身心障碍人士社会服务中心 

2020年 1月 13日，兰州刚下过一场大雪。志愿者一行 12人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信望爱手工

组，要和许久没有见面的学员提前庆祝春节。 

带队的来访者是我们的老朋友，曾经和我们一起庆祝过中秋节。我们提前准备了手工体验活

动，感恩分享环节。 

在体验活动中，志愿者们感受到了做手工的不容易，需要恒久的耐心和手中的巧妙。志愿者

们也佩服学员们能够做出这么多精美的手工品。一位青少年博瀚买了很多件学员制作的手工品，

送给他的同学作礼物，学员们很开心有人买他们的作品。 

在感恩分享环节，学员和志愿者轮流分享 2019年感恩的事情。来访的队员感受到了学员们的

成长与进步。和以前相比，手工组的氛围更加有爱了，学员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提升了。兰生，

我们的一位患脊柱裂的学员，在发言完之后，又要求作第二次发言，他一开始就问大家：“你有被

抛弃的感觉吗？”很多志愿者都纷纷点头，他又讲到手工组老师和学员对他的爱和接纳，陪伴他

度过自己的低落时期，他也感谢每一位惦记着我们这个群体的爱心人士。我看到有一位志愿者，

是一位大一的学生，偷偷地抹眼泪，另一位志愿者坦言：兰生的话有安慰到她。 

残障人士对社会的贡献，一直以来都被低估，甚至忽略了。 

有时候最能使我们重新得力的，或许是来自残障者小小的善意表达。通常是弱势者的眼神，

让我们卸下武装、感动莫名，提醒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残障者的表情与微笑，好像能直驱我们

心灵深处，带来更新，使我们重新得力。 

 

志愿者和学员配合做手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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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志愿者发言 

（二）华南网络 

西湖区现代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 

每一个生命都有非凡的价值，残障学员们也是如此。这些脆弱的生命，总是让人看到意想不

到的惊喜，因为爱的投入，他们身上闪动着数不尽的希望和机会。他们渴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

自身的价值。 

万少婷同学，智力三级，参与度不强，不喜欢和同学接触交流，经过长期的训练及实践教导，

服务对象现在能够积极和同学们交流沟通，现在在老师的布置的任务中，会主动参与并养成了良

好的职业习惯。 

 

 

 

（三）西北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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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灵星特殊教育中心 

伯材，一名 13岁的自闭症孩子，因障碍产生的功能缺陷，使孩子不懂得环境中的规则。他

经常会在上课时会随便离开座位、大声哭闹、抢别人的东西等。经过在校规则课程（上课规则、

项目开始规则、项目结束规则等）的学习，伯材从不理解上课规则到现在听到“上课了”，会主

动拿书包进教室走到自己的椅子上坐下，而且能够做到上课不迟到（听到“上课了”能快速跑到

教室坐在座位等老师），可以常态的轻拖轻放椅子。经过课程，他听到我们要开始了能双手放桌

上做出准备状态，听到我们结束了能放下手中的物品，手放桌上。在上课时也会因自身需求，表

达简单的句子（我想玩积木、看书、喝水、上厕所等），通过目前这些规则的学习，孩子有所改

变，不再是刚到校的“熊孩子”，也为他目前简单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伯材在一对一课程中 

（四）守望家长网络 

 “与爱共行 皆福 2020 新年音乐会” 

这世界唯一的你，霸占了我所有表情。 

我知道，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 

在遥远星球的你，用最独特的频率， 

告诉我世界美丽又纯净…… 

因为专注，星儿对艺术有着非凡的天赋。 

因为专注，寻常的音乐在星儿的演绎下更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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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福的孩子们以最独特的频率，用歌声、用欢笑来渲染这世界的美丽，以他们纯真的内心表

达与渴望，感谢他们的父母，感谢每一位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也给我们所有的人送来了一份独

特的 2020新年礼物。 

音乐会现场还有一个咖啡茶点的义卖处，是由皆福的特殊孩子、家长自己制作和提供服务的。

很多特殊孩子处于较封闭的家庭生活环境中，很难接触和沟通外面的世界。咖啡茶点的培训制作

对特殊孩子和家庭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融入社会活动的机会。我们透过这样的平台来展示特

殊孩子的能力，使社会公众深入了解他们、关爱他们、支持他们；也使孩子们自己得到鼓励和认

可，更加激励他们努力前行。 

 

（五）融合中国家长网络 

2020 年 1 月 8 日-12 日，2019 全纳教育项目通过与 13 家家长组织和公益组织合作，在成都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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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项目启动仪式暨师资和家长骨干两场全纳教育培训师培训，形成了 10 个地区的项目行动计

划。累计共有 40名教师和 20名家长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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