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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海洋天堂计划月报 

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2019年 6月，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与全国【19】家社会组织合计开展社会融合活动【4】次，

各类技能学习活动【269】次，家长和教师培训【3】次，康复训练/活动超过【194】次。项目直

接受益者超过【680】人，直接受益家庭超过【583】个，间接受益者超过【1375】人，间接受益

家庭超过【857】个。 

（二）项目执行故事 

华北网络 

1.沈阳小海龟 

正正，今年快 7岁了，平时父母上班非常忙，主要由爷爷奶奶照顾。孩子特别好动，爷爷奶

奶担心难以管束，所以周末一般都不出门。自从壹基金海洋天堂项目—-家长喘息服务开展活动

以来，正正积极参加课外兴趣课和社会融合活动，丰富了平时的课余生活。同时，通过兴趣课正

正也拓展了更多的兴趣和爱好。现在的正正特别喜欢画画，在课堂上能够静下心来，在老师和志

愿者的指导下完成画作。参加社会融合活动，增强与志愿者互动，不仅丰富了孩子们周末的闲暇

时间，更提升了孩子们的交往意识、情感表达和言语主动性等社会融入能力。 

由志愿者替代家长的角色，辅助孩子完成课外兴趣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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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非常开心地与志愿者们玩游戏 

 

参加社会融合活动：与迪卡侬合作的亲子运动会 

   

组织孩子们参加北陵公园户外活动 

   

组织参观农场，体验农业活动，学习认识动植物 

2.张家口育宝 

1) 社区融合活动 

在社区融合活动结束后，小琪、小贾对编珠子、手工制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手工课时，

他们继续学习编制手工作品。虽然现在还不能独立完成，但是小琪已经学会了独立缝制鞋垫，技

术非常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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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4 月份社区融合活动 

 

回到学校后，动手小标兵在为大家示范呢！ 

2) 生活技能培养 

针对大龄孩子们，开展了培养生活技能的活动。从买菜、洗菜到做饭，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让孩子们学着独立完成。每周购买相应的食材，让孩子们学习洗菜、切菜、炒菜，掌握一门必要

的生活技能。在上次包完饺子后，孩子们一直希望学习包包子。看，我们的小厨师们，已经开始

行动了。 

 

购买食材，准备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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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学习如何和面、调菜馅 

西北网络 

1.兰州市七里河区灵星特殊教育中心 

昊昊是一个 12岁的自闭症孩子，非常可爱，招人喜欢。每天昊昊来到灵星上学，都会向老

师们问好，但在生活技能方面比较薄弱，比如每次上厕所进出都会忘记关门，也会忘记整理自己

的衣裤，不会处理自己的大小便事宜，这让家长和老师非常苦恼。老师和家长沟通后，把学习正

确如厕设为重点教学目标，如关门解裤，污物入池，整理衣服等。经过两个多月的练习，现在昊

昊上完厕所，已经记住了自己随手关门，并在老师或家人的提示下可以整理好自己的衣裤。 

 

2.山西方舟自闭症康复研究院 

六一儿童节，山西方舟的老师们利用废条幅，废报纸等环保材料，别出心裁地举办了一场创

新的六一活动，孩子、家长和老师们一起互动，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没有了年龄、身份的限制，

人人平等、和睦相处，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社会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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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水筑梦儿童发展服务中心 

在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项目的支持下，17 名心智障碍儿童在生活自理、社会规则等方面接

受了康复训练。9 岁的樊宝宝是一个患有癫痫的儿童，长期发病使得他的智力落后同龄人很多，

无法独立完成刷牙洗脸等日常活动，没有规则意识上课随意乱跑，看到喜欢的东西就直接抢。来

到机构后，针对他的特点以及需求制定了教学计划，主要集中于培养他基本生活能力。首先建立

孩子的规则意识，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其次提高自理方面的能力。通过一段时间干预后，宝宝

学会了正确的表达需求，在上课时也可以遵守课堂纪律，生活中基本已经掌握了刷牙、洗脸、洗

手这些简单的技能。 

   

4.咸阳慧爱心智障碍人士服务中心 

本月主要集中于训练孩子的自理生活能力。杰杰是一名自闭症人士，身材高大，心地善良。

这个月杰杰的主要任务就是烹饪练习，通过参加专业的烹饪课堂，在李老师的细心指导下，从洗

菜、切菜、点火、翻炒、到装盘，通过一个月的练习，杰杰可以做出西红柿炒鸡蛋和凉拌黄瓜了。

在老师和家长的配合下，杰杰实现了一点一滴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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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咸阳市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本月针对 10名孩子主要进行了感统训练和个训训练。源源跟随父母从洛南来到咸阳城市康

复训练，已经有 4年多的时间了。他从一个不与人讲话，已经变成了可以自己回家、主动和人简

单沟通的帅气小伙。源源是家里的独生子，因此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康复训练。父亲独自在外打

工，母亲主要照顾孩子，同时源源的癫痫需要常年服药和定期检查，常年的康复训练费用给这个

并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这次项目的支持下，他们的经济负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减轻。源源的父亲每次收到资助，都会发来一段感谢的话语。希望孩子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能够

继续进行康复训练，让这个负重的家庭不再觉得无助。 

   

6.西安市碑林区拉拉手特殊教育中心 

1) 特殊儿童教育 

本月围绕“安全”开展了防震、防拐和防火等系列教学活动，同学们通过观看相关视频及图

片了解基本安全的现场，学习认识安全出口、安全地带等标识；多次开展地震、着火等逃生演习

的教学练习，让学生学会遇到安全隐患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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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殊青年职业发展 

职业养成部（专为 14岁以上特殊青少年提供职业养成训练的部门）正在探索大龄特殊青年

的职业发展之路。8 位青年正在学习卫生清洁、烘焙、饮品制作以及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服务员；

职业养成部的青年们，真诚地欢迎朋友们来“拉拉手座位”坐坐，给予她们学习的机会，体验他

们细致的服务。 

 

3) 家长成长 

安全月围绕“如何避免给特殊儿童带来二次伤害？”的主题召开了家长座谈会，43 位家长

针对这一话题共同展开探讨，到底家庭和机构应该怎么做？会议中共同探讨了家校如何保持密

切的沟通、教师的专业成长、环境的支持以及教育管理和督学机制的建立。让孩子能够在健康的

环境中快乐成长。 

 

4) 全纳教育 

6 月 1日儿童节当天，西安市碑林区拉拉手特殊教育中心携手当地爱心企业，在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开展了“星儿融合运动会”。现场有 80 余个自闭症儿童家庭、200 余名普通儿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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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余名企业的爱心人士，以及大学生志愿者和媒体代表，共同参与了本次的运动会。本次“星

儿融合运动会”上，普通儿童家庭与心智障碍儿童组队通过联谊，进行了多样化、趣味化的亲子

游戏，帮助心智障碍儿童建立自信、融入人群、参与社会活动，为实现社会融合打下良好基础。 

  

   

 

华南网络 

1.深圳市宝安区爱心智慧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2019年 6月，爱心智慧特殊儿童康复中心的青少年班开展了特殊青少年职业技能培训-手工

帽子的制作。 

上课前老师为每位孩子准备了制作帽子的材料，耐心讲解帽子制作的步骤，教孩子们如何穿

针引线，以及如何把各个部分连接起来；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都积极参与了进来，自己动手

制作出属于自己的帽子。这节课既调动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也让孩子们体验到独立完成一件

事的乐趣，课堂上的气氛非常活跃，笑声朗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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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教孩子们如何穿针引线 

 

老师教孩子们如何连接各个部分 

 

制作出属于自己的帽子，孩子们特别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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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口雨润特殊儿童教育培训中心 

许诺，今年 7岁了，是个帅气的小男孩，出生在海南一个普通家庭。2岁半，他被确诊为自

闭症，精神残疾 1 级。从 2015 年至今在机构接受训练，作为长子的他给了爸爸妈妈很多希望，

当他被确诊时，父母的内心一直充满乌云，但是他们用爱托起了心中的太阳，妈妈从 15年开始

带着年幼的弟弟陪许诺来机构训练，他已经从跳来跳去到能稳定情绪。今年 99 公益给这个家庭

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只要孩子坐在非洲鼓面前，就会模仿老师有节奏地拍鼓，眼神变得非常专

注，感谢音乐的力量，感谢 99公益带来的曙光。 

   

3、福建省安溪县爱慧日间照料托养中心 

6 月 16 日，由泉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福建省安溪茶业职业技术学校、安溪县爱慧日间

照料托养中心承办，邀请国内著名专家许家成教授，开展“孤独症及智力障碍者职业教育及生

涯规划”公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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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成教授，这位中国特殊教育事业上的“泰山北斗”，用他几十年来所做的特殊教育研究

成果与经验，引用了大量的例子，为我们讲授了智力发展性障碍的新理念与支持服务，带领我们

一起探索智力与发展性障碍学生的支持性。 

 

就业教育与就业衔接 

关于新理念。许家成教授从智力发展性障碍的概念演化历程出发，阐述人类对残障认知的变

化过程，引出提高智力与发展性障碍者功能的理论模式，从而引出现在的新理念与新模式。 

关于支持服务。许家成教授提出以智力障碍者生活质量为成果导向、支持系统为途径、组织

不断变革、质量持续提升、效益与效率统一的有效康复服务模式，让我们对智力发展性障碍者有

了全新的认识，对工作模式有了新的了解。 

关于智力与发展性障碍学生职业教育。智力发展性障碍学生的出路何在？许家成教授指出

应采用支持式教育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独立生活、社会适应、职业素养）以及职业

转衔阶段的教育（职业选择、职业维持、社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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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三百多位从业教师及家长聆听，惠及二百多个家庭 

4、武汉市美好家园心智障碍人士家庭支援中心 

在和物业的合作下，学员们开展了一场环保行动——回收废旧电池、见白色垃圾，学员们拿

着钥匙出发了。通过不断的社区宣导，小区居民对学员的熟悉度很高，在门洞碰到小区居民时，

居民会与我们打招呼，会鼓励孩子说：“这个孩子不错呀！” 

现在有许多的心智障碍青年待在家里，很少有走出来的机会，美好家园经过 5 年的不断努

力，心智障碍人士在社区中可以更好的康复、生活，平等参与社区建设，共享社会文明成果。 

    

  

   

5、南昌市西湖区现代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 

西湖区现代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庇护性就业基地，职业训练辅导老师根据他们的能力，进行

了不同的分工。 

小熊同学做事小心细致，她负责上门维护。自从进了庇护性就业基地，妈妈反映孩子现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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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勤快了，在家也会分担一些家务事。 

强强同学做事非常勤快，但是对物体不会知情重，一开始时候经常将一大盆绿植送到了目的

地，结果往地上一丢，花瓶就碎了。现在在老师耐心教导下，他已经学会了轻拿轻放。 

   

 

   

   

月底，中心为学员进行了奖励 

6、深圳市福田区星愿树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宝涵，开朗乐观，还有几个月就满三岁半了。从七个月不能独坐，被诊断为发育迟缓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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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路上的每一天既是煎熬又是希望。作为父母，想到她与正常孩子的差距我忧心不已，但同时

看着她一点点的进步又甚感欣慰。乐观坚强是孩子战胜病魔的法宝，相信她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王阳腾，6岁，中重度孤独症儿童，自 2周岁诊断后一直坚持康复训练。虽然孩子进步缓

慢，我们仍然坚信滴水穿石，只要不放弃，未来可期。孩子很幸运地出生在我们这样团结的家

庭，更幸运的是我们在深圳，有政府的扶持和爱心人士的关心，昂贵的康复费用得以解决，我

们家庭才能有更好的生活期望，感恩！ 

  

 

孩子总是不经意中就成长，有一天我回到家，孩子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说：“妈妈辛苦了”，

我很激动。小时候从无数次训练，不敢表达自己，不理解别人的话，到今天她自己能完整表达自

己，而且她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楠楠，诗诗……”更多小朋友的名字经常从她口中冒出来。她

已经开始了她的“社会交往”，懂得交流了，一只蜗牛慢慢爬，有无穷的力量去突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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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家长网络能力建设 

守望家长网络 2019 年【继往开来 一路同行】年会 

6 月 14-15日，守望家长网络 2019年【继往开来 一路同行】年会论坛在柳州举办，来自全

国 65 家家长组织 160 位代表参与此次年会。年会主要围绕三个议题进行经验交流与专业分享： 

1）家长团体如何实现组织化与专业化； 

2）服务监督：家长不在了，孩子该怎么办？ 

3）共商 共建 共享 区域网络发展与治理。 

罕见病网络 

“我爱运动——血友病儿童康复训练营” 

2019 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举办了血友病儿童康复训练营，天津血研所和天津

医科大学总医院康复科的医护人员，医务社工，大学生志愿者以及天津市 15个血友病儿童家庭，

大约 40多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会上，天津医大总医院康复科张雁主任，刘君康复治疗师，天津血研所刘葳医生分别给大家

讲课，介绍血友病儿童做康复治疗的必要性和方式方法；天津仁怀医务社工还组织大家做各种

康复游戏活动，比如健身操，踢球，颠球，锻炼孩子们的上肢和下肢力量，受到大家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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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网络 

1.贵州省爱之泉社会公益服务中心 

    婷婷，今年五岁半，痉挛型脑瘫。家住乡下，爸爸身残志坚在外打工，妈妈难以承受便离开

了家。婷婷从小由爷爷奶奶照顾，为了做康复训练，爷爷奶奶带着婷婷离开老家，在贵阳远郊租

房子住，每天需要挤很远的公交车到康复地点。由于二老都没有收入，开销全靠父亲每月 2000

多元微薄的工资，除掉基本生活费已所剩无几，根本无力承担康复费用。99 公益项目的到来，

恰如雪中送炭，给这个家庭解决了燃眉之急。据老师说，婷婷刚来的时候说话不清楚，走路不平

稳，双手抓握力也不足。在经过专业的康复下，婷婷各方面情况都有了改善。婷婷的家人非常感

谢爱心人士的帮助，让他们到了希望。 

   

   

2.焦作金蕊儿童康复中心 

果果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小女孩。刚来机构时，她还非常腼腆害羞，总是依偎在妈妈的怀抱

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果果变得非常开朗，最喜欢笑。随着每天坚持口肌训练，果果的发音

提升很快，从刚开始看见认识的人只会指认，到现在已经能够清晰发出声音。最开心的莫过于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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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每次听到果果打招呼，妈妈都会特别高兴，孩子一点一滴的进步都离不开老师和家长以及孩

子的坚持努力！ 

 3.兰州晨光身心障碍人士社会服务中心 

感恩的兰生 

刚认识兰生的时候，他话很少。先天患有脊柱裂的他，被家人抛弃，他有些自卑，也有点敏

感。他告诉老师，他不能接纳自己的一切：没有机会上学，没有朋友，没有机会享受家人般的爱。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走出福利院，去外面工作。后来，兰生开始学习制作手工，他很聪明，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老师教他的第一种手工品。接着是第二种，第三种，他会制作的手

工品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不仅如此，他还主动帮助其他学员。 

有一次快过新年的时候，兰生自发组织其他学员准备了一个感谢会，他们精心准备了节目，

兰生也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表达对老师和同学的感恩，他觉得手工组就像一个大家庭，让他

得到自信和成长。 

在手工组，兰生有机会接受教育，学习文化知识。2019年 5月份，趁着去外地学习的机会，

兰生第一次坐飞机，他很开心，在回来之后开始学着鼓励其他同学。现在的他变得更加积极乐

观：兰生不再专注自己失去的，而是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并对此充满感恩。 

 

兰生走路（主动帮老师去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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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手工的兰生 

   

兰生在志愿者培训中做分享以及外出参加学习 

4.临沂天缘益智培训学校 

以前的手工项目一直是串珠编制和钻石画装饰品交替进行的。自 4 月起，我们逐步尝试商

业性质的手工项目。立项之后，经过徐老师的多方打听和实际操作，最终选择了厨房工具的再包

装项目，包括刮皮器、饭勺、多功能切菜器等多个工具。考虑到加强学员工作耐心的目的，包装

类的项目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工序简单，容易操作，更加适合学员们。      

在刚刚起步时，非常感谢工厂老板的好意，对孩子没有时间和数量的要求，也允许我们一对

一进厂开展辅助。实行了一周后，老板允许我们带手工原料回校进行包装，一方面考虑到孩子们

的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促进了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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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青县阳光康复指导中心 

张皓轩，是一名智力发育落后的孩子。初来中心的时候，他不能发出声音，缺乏独立的能力，

对妈妈非常依赖。经过半年康复训练和认知教育之后，张皓轩可以在众人面前和其他小朋友表

演节目了，认知能力也在不断提升，能够清楚的喊出爸爸，妈妈，发音也在逐步提升，能够指认

出常见的动物，植物，蔬菜。他不仅学会了蹲走，同时能够配合老师完成一些小任务。 

 

张皓轩练习涂色 

 

张皓轩在做蹲走推球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