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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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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海洋天堂计划约【116】家机构开展了约【754】次儿童救助相

关活动、【11】次教师培训、【163】次家长赋能活动、【3】次家长培训活动和【555】次社会融合

活动，直接受益【49613】人次，直接受益普校教师【638】名，直接受益家长【20934】名，参与

志愿者人次【7289】。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儿童救助及家庭支持 

1、西北网络 

郑州市二七区精诚能力训练中心 

2020年 12月 18日，郑州市二七区精诚能力训练中心如期举行了“然和（一）”的培训，杨

老师从实际案例出发引导老师说出自己眼中的自闭症是什么样的？然后引导大家思考，最后引出

然和的概念及如何在日常教学中使用然和，增强了老师的专业性，让老师系统性的学习不一样的

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以便更好的为心智障碍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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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七彩光特殊教育机构 

  2020年 12月 16日，在音乐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在课堂上认真地学习起了《葡萄牙舞曲》。 

 

 

兰州市七里河区灵星特殊教育中心 

2020 年 12 月，机构为 3 名贫困学生提供康复训练教育经费补贴，3 名孩子都是在今年疫情后

开始进入正常的教学训练，经过各类评估，老师根据孩子的能力制定了合理的教学内容，从口肌

训练到规则课程训练，再到沟通，交流和认知的训练，部分孩子还进入到了一对二的两人小组课

程，学习与同学常态的互动，参与日常机构生活技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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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尚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0 年 12 月 3 日，尚和社工联合郑州市金水区蔚蓝幼儿园、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南阳新村

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点亮心灯 与爱同行”关爱星星的孩子志愿服务行动活动，此次活动共有 15

位心智障碍儿童及家长和 34 名志愿者参与，送出 15 份爱心礼包。 尚和社工按照志愿者与心智障

碍者家庭 2:1 的比例进行匹配，一路上，志愿者引导孩子们进行了认识地铁站及线路图、了解乘

坐地铁基本流程、走进河南地质博物馆以及完成地质博物馆探索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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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工作站 

2020 年 12 月，机构开始了对老师们为期 4 个月的线上培训，训培主题围绕着基础知识、教

学方法、领域阶梯、评估、IEP实施、课程设计、班级管理等八大板块持续开展。12月 25日，机

构的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了游泳、水上乐园、儿童游乐场、自助就餐的常态化服务，让特殊儿童

真正的融入社区、体验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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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星缘自闭症儿童康复教育中心 

2020年 12月 25日，“相伴星途”社会工作支持自闭症儿童融入服务联欢会在机构顺利举行，

社区志愿者，家长以及孩子们在会上欢聚一堂。 

 

 

2. 华南网络 

海口雨润特殊儿童教育培训中心 

2020 年 12 月，机构为学生们开设了非洲鼓课堂，通过邀请专业非洲鼓老师，开展非洲鼓活

动，让自闭症儿童在教学的过程中感受音乐带来的快乐，丰富孩子们生活，提高他们的表达能力，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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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截止目前，已经有 15个班组开课，活动累计共有 50名志愿者参与，150

名学生受益。非洲鼓活动的开展让很多孩子找到了乐趣，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尤其是大龄

自闭症卢某同学，他担任非洲鼓班级领队，在机构联欢会上和小朋友们一起独立完成《蜗牛与黄

鹂鸟》。 

 

深圳市龙岗区阳光天地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2020 年 12 月，为折翼天使展翅助力项目由 8 名特教老师为 29 名特殊儿童开展了 84 次感统

训练课。项目在本月也开展了一次 30名特教老师户外减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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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美好家园心智障碍人士家庭支援中心 

12 月 20 日上午，美好家园携手林枷羽志愿者团队共同开展以“暖冬的礼物——心青年的快

乐周末”为主题的社会融合活动。参加本次活动的有心智障碍青少年及家长、志愿者、美好家园

老师，共计 40余人，活动在“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助力心青年梦想生活”项目的支持下顺利

开展。活动内容包含趣味小游戏、才艺展示、分享礼物、美食等。 

 

 

新余市渝水区益启爱儿童发展中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www.onefoundation.cn                

电话：0755-25339511     传真：0755-25332611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号鸿昌广场 55楼（邮编：518000） 

8 

 

 

12 月，中心的陈荷婷老师参与了图片交换沟通系统 PECS 工作坊学习。（图片交换沟通系统

是一套专为自闭症儿童设计的一套语言沟通法，依儿童的程度分阶段实施训练，它强调自闭症儿

童与人沟通的自发性，它以结构化的环境、程序和教材协助自闭症儿童学习主动与人沟通；借着

增强物，循序渐进的阶段、图像和句子尺，让自闭症儿童建立实用的沟通技巧）本次培训分为两

天。 

 

 

 

 

 

 

 

3. 守望家长网络 

广西省梧州市润爱互助站 

12 月，互助站组织了户外活动，有拔河和呼啦圈等有趣的游戏，孩子和家长们都玩得很开心，

不少小朋友更是第一次独立完成转呼啦圈的活动，莫菲小朋友也是第一次和妈妈参加二人三足的

游戏并获得奖品，他非常高兴.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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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脑瘫网络 

安阳市殷都区博爱特殊教育学校 

10 月，学校共计帮助了 6 名特教儿童，为他们提供生活和学习补助。在课堂上，孩子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认真学习读写技能。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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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勒县彩虹康复教育中心 

活动一：12 月，喀什市仍处在一个疫情封锁后的恢复期，孩子们仍然在线上上课，老师们陆

续收到孩子进步的回馈。有的家长因农忙，有时上课已经是晚上 11 点。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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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二：喀什古城的“爱来碍去”社会融合活动  

2020 全国脑瘫网络无障碍倡导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彩虹中心赶着 2020 年

的尾巴，也在著名的景点——喀什古城举办了本次“爱来碍去”主题融合活动。本次活动有彩虹

中心的 5 个“慢天使宝宝”参加。虽然活动在一个飘雪的日子里进行，但是大家对无障碍出行这

事的热情一点不减。黄色轮椅在古城的路上小心翼翼地慢行，3 个人守护一个轮椅的安全，这成

为当天寒冷冬季里最暖的行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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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华北网络 

沈阳小海龟儿童智能教育有限公司 

12 月，机构按照受助学员每天的训练计划开展个训课、集体课、感统课等训练。其中，全脑

课程非常受孩子和家长的喜欢，每节课有 6 名孩子参与，为了提升孩子在课程中的参与度，老师

每周制定教学计划，结合辅课老师的参与，并且前期为了降低分离焦虑保证课堂效果，采用家长

进课堂的形式，再逐步过渡到家长退出课堂。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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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晓爱残障人士康复中心 

12 月 21 日，济南市晓爱残障人士康复中心联合金色阳光花园社区共同开展了“心手拉手•快

乐过冬至”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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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二道区新智特殊儿童训练学校 

12 月，学校举行了新年联欢会，受疫情影响，今年联欢会只有孩子们和老师们参与，但是大

家依然精心准备，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参与演出及游戏，简简单单依旧热热闹闹。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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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南网络 

重庆市南岸区小太阳心智障碍儿童康复托养中心 

2020 年 12 月 1 日-31 日每个工作日，在小太阳特教中心，所有老师对 19 名儿童进行康复训

练和日常训练，形式为一对一加小组课的模式。 

 

 

 全纳教育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广州、温州、厦门等地分别开展了教师培训活动 2 次，家长

培训活动 3 次，校园融合倡导活动 19 次。共受益普校教师 96 名，心智障碍儿童 155 名，心智障

碍儿童家长 103 名，普通儿童 311 名，志愿者 59 名。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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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师培训活动 

温州： 

12 月 24日 温州市鹿城区举行了融合教育师资培，本次特邀许家成教授到温州为鹿城区普校

融合教育分管校长及科任老师进行融合教育政策及理念培训。培训获得了区随班就读指导中心的

肯定。 

厦门： 

12 月 19日，厦门小海星对影子老师入校进行了支持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小学融合个案分析

和入校支持（针对个案如何进行课堂调整、如何给予支持）两个方面。 

 

2. 家长培训活动 

北京： 

12 月 13日下午 14:00，一共 5位家长现场参与了融合教育生命故事分享第三期，也是最后一

期，采取了线下的形式，依旧由融爱融乐的小龄家长代表徐庆萍理事主持，邀请同为小龄家长的

梁美莉，通过回溯如何为孩子选择合适的教育，当家庭出现不同意见是如何达成共识等方面，分

享了自己的与融合教育有关的生命故事。两位小龄家长在彼此的对话中也提到，不管是读普校还

是特校，都要选择适合孩子的教育，同时，当家庭成员的意见不能达成共识时，应该用什么样的

方式有效沟通并促进共识的达成。 

2020 年 12 月 12 日，为提升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在校融合教育质量，提高学生课堂听课效率，

增强独立学习能力和学习主动性，舒缓家长辅导压力，中关村学区融合教育资源中心特邀北京市

海淀区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专家开展以“塑造成长内驱力 提升学生学习技能”为

主题的讲座。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理事代表徐庆萍介绍了家长支持对儿童校园融合

质量的重要影响。张健老师总结了特需学生自主融合方面表现出来的困难，并通过实际活动讲解

了如何在家发展学生的自主融合技能，同时介绍了家长辅导的重要原则，帮助家长提高学生课堂

听课效率，增强独立学习能力和学习主动性，舒缓家长辅导压力。 

https://mp.weixin.qq.com/s/ml4uBnVV4RAfBU7ccORLHg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ml4uBnVV4RAfBU7ccORL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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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 

12 月 29 日 融合教育小学组家长讨论学习会。29 日晚上，7 名家长参加了此次研讨交流会，

大家分享了近期关于融合教育的信息和心得，并且共同讨论了 2021年融合教育推动家长如何积极

参与行动。 

 

3. 校园融合倡导活动 

广州： 

12 月 7 日在玉泉二年 11 班开展了一节班级融合绘本课。 

12 月 9 日在开发一小的三年 1 班、四年 2 班开展了一节融合运动课和一节融合主题班会课。 

12 月 24 日在玉泉学校的一年 7 班和四年 9 班开展了两节融合班级主题课。 

本月在两个学校的低年级大多采用《动物园大选举》这个绘本故事，通过让学生了解每一种

动物的优点，延伸到生活中的同学，同样都有着自己的优点，引导同学们生活中要善于去发现别

人的优点，并学会鼓励他人。高年级则是更多让学生去自行思考、讨论，通过故事做简单的过渡

和引导，延伸到生活中，让学生去思考身边有需要帮助的同学怎么办？应该怎么做，自我的启发

和思考才是最深刻的。 

 

温州： 

12 月 4 日 鹿城区实验小学 二（3）班 《猫头鹰喔喔呼》道具制作 

12 月 11 日 鹿城区实验小学 二（3）班 《猫头鹰喔喔呼》绘本剧彩排 

12 月 17 日 鹿城区实验小学 二（3）班 《猫头鹰喔喔呼》绘本剧汇演暨“友爱校园行”总

结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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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童救助： 

1. 丰收十月——心青年的快乐周末 （武汉市美好家园心智障碍人士家庭支援中心） 

在社区融合活动“丰收十月——心青年的快乐周末”的手工玫瑰花献礼重阳节篇，心青年们

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制作的一朵朵漂亮的“玫瑰花”闪亮登场，有红的、绿的、黄的……配上绿色

的叶子和小礼盒，显得格外有“仪式感”！思婧同学说，她要把花送给妈妈，妈妈辛苦啦！“我要

把花送给奶奶”“我送给爸爸”……在志愿者们的陪伴下，心青年们表达着各自的小愿望，用自己

的方式对长辈表达节日的祝福，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2. 心青年在传统文化公益课堂上的故事  （长春市麦田里的星星） 

以下摘选自一位特教老师的工作记录： 

2020 年 12 月份，我们为心智障碍青年组织了传统文化公益课堂，不固定学员，报名参与，

每次 6 名学员。我们聘请了专业国学教师，经过几个家长和老师反复讨论，对这些特殊学生不能

采用常规教学方法，不仅要学习传统文化，还要把生活常识融入到课堂中，比如弟子规中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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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书本里面的，还有日常生活中的交通规则、等待要排队、要遵守公共秩序等，讲到泛爱众

的时候，会引申到环境保护，不破坏花草树木，不破坏公共财物等等。课堂上，每个学生都会当

一次领读小老师，带着大家一起诵读，老师也会提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让大家思考，通过

简单易懂的国学课堂，生动有趣的小故事，激发了学员的学习兴趣，课后都会主动在群里诵读，

还会互相分享作业完成情况。 

但是也会遇到一些突发问题，在 12 月 5 日的传统文化课堂上，杜海萱同学是第一次参加这样

的课程，也许是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在领读后，他突然对我的眼镜很愤怒，冲过来把我的眼镜

打掉了，并且我的嘴角也划出了血，这让我对自闭症孩子又有了新的认识，因为之前长期接触的

都是智力缺陷的孩子，从内心感觉到自闭症儿童更需要参与到社会融合中，他们需要的不是多强

的社交能力，而是需要慢慢掌握社会规则，懂得在各种环境下学会控制自己。经过了四次课以后，

海萱已经能安静的和大家一起学习弟子规啦，虽然他有时发言的声音还是很小，不主动，但是再

没有出现过攻击行为。 

 

（二）融合活动 

1. 融合美育绘画活动  （北京 融爱融乐） 

北京：12月 15日下午，融爱融乐携手 ET美术绘画机构，邀请龙毅老师为小龄心智障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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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开展了一场融合美育绘画活动，同时也邀请了 ET美术绘画机构的美术老师作为志愿者参与到

活动中，更加直接而且深入的了解如何为小龄心智障碍家庭开展融合美育活动。12月 15日下午 4

点，龙毅老师首先带着大家通过热身小游戏熟悉彼此，之后通过自由涂鸦的互动增进了志愿者与

参与家庭之间的互动，体验绘画活动持续了 1 个半小时。活动完成后，龙老师与作为志愿者的美

术老师分享了与特殊需要儿童之间互动的经验，为老师们后续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支持给予了很好

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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