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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海洋天堂计划月报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2019年 8月，全国共有 16家机构，开展了康复训练课程 413次，技能培训类活动 154

次，教师培训活动 5 次，日间照料服务 4 次，家长类活动 25 次。本月各类活动中，据不

完全统计，直接受益人数达 1214人次，间接受益人数 527人次。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自闭症-华南网络 

1、泉州太阳雨 

（1）泉州市鲤城区太阳雨儿童培训学校 

8 月份，泉州市鲤城区太阳雨儿童培训学校的老师为 4名大龄星儿提供了文化课程学

习、生活技能训练、体能运动训练等课程，还为一位学员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 

（2）泉州市太阳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8 月 1 日-8 月 31 日，泉州市太阳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与泉州市鲤城区太阳雨

儿童培训学校的老师共同为 46 名自闭症儿童提供了每人每周 2 节课，每月共计 8 节的语

言训练课程，帮助在地自闭症儿童开口说话。 

2、武汉市美好家园心智障碍人士家庭支援中心 

8 月，开展了 8 课时的西饼制作——曲奇饼干，8 课时的特色糕点——雪花酥、芝士

蛋糕，为迎接中秋佳节开设 16课时中式糕点——广式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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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烘焙制作图片 

3、爱心智慧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2019 年 8 月 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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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教学。特殊青少年学技能项目是由爱心智慧特殊儿童康复中心和壹基金

共同发起，旨在培养特殊青少年生活自理能力，减轻家庭照料负担；培养特殊青少年职业

技能，为其就业安置做充分准备，减轻政府及社会负担；通过进一步康复训练与行为干预，

培养特殊青少年人际交往、情绪控制、家庭关系等社会适应能力。项目计划在 9月底开展

超过 130节职业技能课程。 

  

自闭症-西北网络 

1、康复训练 

（1）兰州新启点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8 月份，兰州新启点为 4 名残障儿童进行康复训练，课程内容包括集体课、活动课、

个训课、技能课和融合课等等。经过训练，每一位残障儿童都在不同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

进步。 

（2）兰州新羽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8 月初，“兰州新羽特殊儿童康复中心”开展了课外生活训练活动——小小厨师长。活

动主要以运动障碍患儿为主，加强患儿的运动训练，让他们能够行走，中心接受了多名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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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儿童，参与活动的有 10人，间接受益人达到 40余人。 

    

 

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糕点 

（3）兰州市七里河区灵星特殊教育中心 

8 月份，灵星为 4 名贫困儿童提供了康复训练教育经费补贴。本月，4 名孩子每人得

到康复训练费用 1250 元。自 3 月份开始，4 名孩子已经在机构训练 5 个月的时间了，每

一个孩子在一对一课程、小组训练、运动课和奥尔夫音乐课的学习中有了很大的进步，完

成了在校课程基础规则课中的一部分，已经能够与他人积极互动。 

（4）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截止目前，已为 27名贫困特殊儿童进行康复训练 8个月。在此次项目的资金支持下，

在康复训练期间，我们为 27 名儿童制定了个别的训练计划，采取“一对一”的形式，加

上小组课和集体课的服务模式，每个特殊儿童的个人能力在不同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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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受益儿童资助签收表） 

2、特教教师培训 

（1）兰州市七里河区灵星特殊教育中心 

灵星为 4名教师提供特殊教育补贴 1000元/月。在一对一训练课程中，教师们依据障

碍类型和能力给孩子们做增能训练，在小组课中让孩子们体验常态化的课程环境，一起学

习集体课的技能，建立关系，发展关系，遵守课堂规则等，为孩子们进入普校融合打下基

础。 

（2）郑州市二七区残联精诚能力训练中心 

2019年 8月 13日，一名教师在壹基金海洋天堂项目的支持下参与了唐木得老师“言

语功能评估与言语障碍促进治疗工作坊”为期三天的二级课程培训，此次培训主要是以言

语障碍为主线，学习一日流程教学的儿童言语康复使用操作技术，促进呼吸、发声和共鸣

的协调性，提高言语障碍儿童口部运动能力，达到诱导发音和促进主动发音，提高言语清

晰和语言流畅性。经过三天紧锣密鼓的学习，苗老师收获颇丰，不仅使自己的专业性得到

了提升，而且在课余时间分享此次培训学习到的知识，让更多的老师受益。 

             

理论学习                        现场实操 

 

（3）郑州市惠济区瑞曼康复训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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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我们邀请了台湾特殊教育专家李淑娥老师，对瑞曼 20 多名教师进行了自闭

症语言治疗技术的专业知识培训，台湾语言治疗方法的学习让老师们了解到了最新的语言

开音、气流训练、强化物的选择及辅助等等专业技术。此外，李老师也对自闭症的症状以

及目前的局势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老师们获益匪浅。专业培训之后，李淑娥老师对瑞曼

老师进行了为期 5天的进班指导，实地考察瑞曼老师的上课方式，并及时指出问题，给出

指导建议，对上课的节奏、孩子情绪照顾、辅助方式、指令给出等等均进行了专业的指导，

让瑞曼的老师们上课更加专业。 

   

（4）山西方舟自闭症康复研究院：家长及教师专题培训 

8 月 23 日下午，由中科院吴博士为山西方舟的所有家长进行了一次肠道微生物与自

闭症最新研究专题讲座，家长们受益匪浅，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学习从全方位改善

自闭症孩子的现状。 

8 月 19 日下午，由中科院的刘亚萍博士为方舟的老师做了一次“以活动为中心的教

学设计理论及应用——面向孤独症儿童”的讲座，为老师的课程设计提出了宝贵建议，也

做了个案分析。 

   

（5）天水筑梦儿童发展服务中心 

为了提升老师自身的专业水平，让孩子们得到更有效的康复训练，8月我们请来了感

觉统合训练师在感觉统合方面对老师进行了培训。通过几天的学习，老师更加了解感觉统

合对孩子们的帮助，也对以后的训练也有了更加清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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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长喘息服务 

兰州新启点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8 月份，兰州新启点为了让家长们有短暂的放松，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让家庭能够体

验一般人的生活，举行了外出活动——甘南冶力关亲子二日游，让他们放松心情，体验与

往日不同的生活。活动进展非常顺利，家长和孩子的反响热烈。 

4、大龄技能培训 

（1）咸阳慧爱心智障碍人士服务中心：非洲手鼓学习 

8 月，我们的心青年参与了新艺术调理课程-非洲手鼓的学习。每周二、四，由狮子联

会时光服务队的李莹师姐为孩子们教授手鼓。在训练期间，我们的心青年非常热情，参与

度很高。音乐的力量是神奇的，给每一个人带来快乐，让人身心放松，手鼓的学习让这些

孩子得到欢乐的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自信心。 

   

培训师培训心青年们学习非洲手鼓 

（2）咸阳慧爱心智障碍人士服务中心：碗筷清洁消毒培训 

碗筷的清洁消毒培训是为心智障碍青年以后从事酒店清洁岗位做的前期训练工作。中

心为孩子提供了集体碗筷清洗消毒的学习机会，让孩子在规定的时间内学会如何将碗筷清

洗干净并分装到消毒柜，以及碗筷的摆放顺序等等一系列的流程。坦白来说，让孩子们掌

握这些确实是非常不容易。每天 3次密集训练，辅导员手把手地教给心青年们每一个环节，

让他们熟练掌握这样的技能。看似简单，背后的艰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希望未来心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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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有一技之长而立足于社会。 

   

自闭症—西南网络 

2019年 8月，成都成华区爱慧特殊儿童关爱中心、柳州市柳南区星翼语言康复中心、

绵阳市育子园特殊儿童康复中心、重庆小太阳特教中心等每月资助儿童康复训练费，让特

殊儿童在认知、动作、清晰等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变。同时部分机构提供的支持性服务和大

龄社区儿童融合也持续开展。 

 

脑瘫网络 

1、兰州晨光身心障碍人士社会服务中心：残障青年手工技能培训 

残障青年手工技能培训项目是由兰州晨光身心障碍人士社会服务中心发起，旨在为没

有机会就业的大龄残障青年提供手工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发挥潜能，提高动手能力，从而

丰富他们的生活。截止 2019 年 8 月底，已有 6 名学员能够独立完成手工作品，7 名学员

在老师及志愿者的辅助下能够制作手工成品，7名学员仍在继续学习中，共计完成手工作

品 30件。 

   

学员做手工                        手工成品 

守望心智障碍家长组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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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亲子融合活动 

江苏地区家长组织于 8 月 15 日开展主要形式为烘焙体验的亲子融合活动。通过对青

年进行培训与直接售卖产品的形式，让青年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社会公众直面接触与了解

心智障碍者。盐城烘焙之前培训基地已和企业合作实现 3个门店开店营业。 

2、空白地区家长组织培育 

对于 4、5 线地区家长组织，往往面临着经济压力大、服务少、资源不足等问题，为

了更有效、更针对性的支持空白地区家长组织成长，2019 年 3月底，守望协会联动 10地

家长组织发起小而美项目-空白地区家长组织培育，旨在为边远地区家长组织提供落地活

动费用及骨干家长外出学习经费。 

河池地区家长组织于 2019年 8月 21日，邀请成都天使心家长组织代表钟涛老师就如

何培育骨干家长及动员当地资源进行分享。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 

自闭症-华南网络 

1、泉州市太阳雨（鲤城区太阳雨儿童培训学校） 

8 月份，大龄星儿日间照料中心的活动主题为手指绘画及生日会。大龄星儿们在老师

的指导下，用颜料以手指画形式在白纸上尽情创作。本月碰巧有个学员过生日，日间照料

中心的全体师生为这位学员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虽然大龄星儿们在能力上的进步空间

是有限的，但希望他们以后都能够像这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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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儿在绘画中 

   

生日 party 

2、武汉市美好家园心智障碍人士家庭支援中心 

8 月，在中秋即将到来之际，学员们学习起了广式月饼。大家分工合作，通过学习数

字加减法的来练习称重，力气大的同学负责搅拌配料，手部不灵活的同学则负责搓圆，学

习压膜，叠盒子、包装，一步又一步，大家一起把月饼做出来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

一份工作，在做月饼时，每个人都会自己去做准备，比如带好围腰、帽子、口罩，把手洗

干净，站到自己的位置上，认真负责，在制作月饼时需要站着，往往连续站立 2 个小时，

但每个人都坚持着！ 

3、南昌市西湖区现代残疾人教育康复中心：为星宝筹辅具教具-奥尔夫音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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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夫音乐学习 

 

感统课学习中 

 

818 苏宁易购公益行 奥尔夫音乐表演 

4、南昌市西湖区现代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 

心智障碍学员就业有一定的难度，大部分学员要在老师庇护性的指导下才能工作。 

 

绿植培训 

萍萍同学患有自闭症，有着严重的情绪问题和沟通障碍。自从进了花卉坊，在老师的

耐心教育和手把手指导下，情绪稳定了许多，并且在与人沟通技巧方面有了很大进步，现

在每天都很积极参与到花房学习中。 

周雅莉同学，智力三级，动手能力弱，没进花卉坊的时候不听从指令，比较散漫，对

任何事情没有兴趣，自从进了花卉坊，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变了，变得更加阳光，自信心

也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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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爱心智慧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8 月的家居服务课，主要指导特殊青少年剥毛豆、花生等摘菜工作，以及打扫等家居课

程，以提高特殊青少年的自理能力，并能为家庭成员减轻家务压力。老师会教同学们区分

毛豆及花生，并且耐心教导怎样剥毛豆及花生。完成剥毛豆及花生的教学后，老师教导同

学们整理及打扫课室。整理完成后，老师带同学们洗手消毒，告诉同学们注意个人卫生。 

   

   

自闭症-西北网络 

1、晓磊的故事（故事来源：定边乐天康复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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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磊是一个 4 岁半的小男孩，1 岁 7 个月被医院诊断为疑似自闭症。由于家庭原因，

未能及时做行为干预训练。2 岁 8个月时，他来到中心做行为干预训练，初来中心，孩子

的情绪波动较大，哭闹厉害，几乎没有语言，上课时也与老师几乎没有眼神交流，不懂得

上课规则。 

近两年后，他在各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经过行为干预训练，在语言方面，由一个字

慢慢到现在可以说 3-4字词语，手部精细动作发展也较好，与老师也有眼神交流，会回答

老师简单提问，例如，晓磊你几岁了？孩子会说 4岁。看着孩子一天天的进步与变化，家

长和老师也为孩子的进步感到高兴。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坚持总会有收获的，也愿孩子们

的明天更好！我们也要感谢 99公益，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2、伯才的故事 （兰州市七里河区灵星特殊教育中心） 

   伯才是一名自闭症孩子，今年 8 岁了，是一个帅帅的小男生。伯才特别喜欢吃各种零

食，父母的宠溺让他养成了吃很多零食的坏习惯。孩子来到学校以后，以前每天都会翻同

学的书包找零食，看到教师手里的零食就会上手来抢，教室里教师的教学用品也总是随手

拿，这让家长很苦恼。老师们着重培养他与人互动的规则，在个训练课，小组课，日常生

活情境中随时随地地训练，让孩子懂得“不是你的，不能动；不经允许的东西不能动”的

这样的理念，培养孩子养成不随意动别人东西的习惯。现在的伯才学会了表达，不再抢东

西，他会先说：“我想吃……，能给我尝尝……，教师再给点……”，如今已经完成成为一

个招人喜爱的小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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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需求表达，他会跟教师说：“我还要吃，再来一碗。” 

 

学会了表达：“要，我还要吃饼干，教师再给一个！” 

3、浩浩的故事（天水筑梦儿童发展服务中心） 

浩浩是一个 5岁的小男孩，好动、平衡能力差、没有规则。我们针对他的特点以及需

求制定了教学计划。首先，建立孩子的课堂规则，加强日常需求的表达；其次，提高他身

体平衡方面的能力。通过一段时间的干预后，他在遵守课堂纪律及身体平衡能等方面都有

了明显的提高。 

  

4、小安安的故事（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徐立安，今年 9岁了，刚来机构的时候没有言语、运动落后、大小便不能自理、又哭

又闹。经过康复训练后，现在的徐立安是机构的开心果，小脸上每天都挂着灿烂的笑容，

早上来机构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楼上楼下向所有的老师问好，并用简单的词汇和肢体动作描

述他是坐公交车来机构的。徐立安最喜欢的的事情就是拍照片和帮助他人，每次活动他都

会站在最前面。机构是两层楼，所有的运动课都在楼下进行，机构也有很多年龄很小的孩

子，每次下楼梯都要老师辅助，徐立安每次都会帮助比自己小的小朋友下楼梯，牵着小弟

弟小妹妹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小模样可爱极了，已经成了老师的小帮手了。腾讯

99公益的资助项目，不仅仅减轻了这些孩子们家庭的经济压力，而且更加彰显了社会对残

障儿童及家庭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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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馨雅的故事（故事来源：榆林星缘自闭症儿童康复教育中心） 

馨雅，今年 8岁，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小姑娘。在 3岁时，她被确诊为自闭症，现在就

读于榆林星缘。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之后，馨雅学会了许多新的技能，在吃饭时馨雅

会自己拿碗盛饭，吃完饭之后可以将碗送到固定的地方。在学习中馨雅也学会了计算一百

以内的加减法，背写拼音字母等等。在课余时间，馨雅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起画数字油画。

希望馨雅在以后的康复训练中可以越来越好，也希望她可以早日回归到普通学校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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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咸阳慧爱心智障碍人士服务中心 

坤坤，是一个有梦想的心青年大男孩。他一直希望赚钱带爸爸去草原骑马，是一个执

着的大孝子。平日里，他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对伙伴们非常热心。每天大家看到笑容

满面的他，都感觉很开心，祝福他能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坤坤参与清洗碗筷技能集训和洗车训练 

自闭症-西南网络 

1、成都成华区爱慧特殊儿童关爱中心的个案故事 

小倪(化名）今年 6 岁，在爱慧中心进行康复训练已经 2 年了。小倪在 2 年多以前经

医院确诊为自闭症合并有癫痫。为了照顾孩子，小倪的妈妈辞去了原本待遇不错的工作，

全职陪伴孩子康复。为了治疗癫痫，小倪辗转成都、北京 2地，经过手术药物治疗，治愈

了癫痫。但是这已经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小倪的爸爸只有加班加点的工作，以支持全

家的开支。去年 99 公益日，小倪一家也积极宣传，号召同事亲友一起筹款。项目支持的

康复费缓解了一点经济压力。小倪认知能力不错，经过 2年的康复训练，整体能力经评估

目前已从 2岁 8月提升到了 4岁，效果十分明显。最近因为小倪的进步，妈妈的精神状态

也好了很多，家里的气氛也轻松了不少。小倪爸爸说要多向其他人宣传关爱自闭症这个特

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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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庆市南岸区启明星智障儿童康复托养中心居家生活体验之烹饪 

自项目开展以来，同学们从清洁衣物开始学起，一点一点的努力，到现在也能在老师

的指导下像模像样的做一顿饭菜了，虽然离我们的目标还差了一些，不过对于他们自己来

说，成就感满满，父母们也是惊喜万分。 

关于烹饪，大家也闹了不少的笑话，比如择菜，因为老师示范过要将菜叶一片片的掰

下来，不懂得变通的文文，手里只剩最后一点菜心，也依然努力的一点点掰碎，让指导老

师哭笑不得。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练习，文文也得到了不少经验，已经懂得如何择菜了。

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能力，但让文文学会这一点，老师也花了不少的时

间，付出了不少的精力。 

   

自闭症-脑瘫网络 

1、兰州晨光身心障碍人士社会服务中心 

他叫幸福，一个听起来就让人感到温暖的名字。 

认识幸福已经有四年了，他平时话不多，做事情非常认真，尤其是做手工的时候。这

几个月以来，幸福一直在学习制作一种新的手工品。8 月初开学后，他仍然在尝试。他很

专注，做手工就像雕琢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一样，从精心打磨，反复钻研，取材，配色，串

珠到连接。手上的动作不紧不慢，眼神专注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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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经过几个月默默的坚持，一件又一件精美的作品诞生了，这是幸福努力的成果，

看的出来他很自豪，他的坚持也鼓舞着其他的学员们继续努力。 

正如约翰逊所说的：“伟大的作品不是靠力量，而是靠坚持来完成的。” 

   

正在学习的幸福                      幸福在做手工 

   

成功啦                        幸福的手工作品 

2、青县阳光康复指导中心 

    照片中的受助儿童叫冯钰程，是一名脑瘫儿童。来中心时，走路不稳，总是晃，经过

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下肢力量渐渐稳定，走路的时候，来回摇晃的次数明显减少。同时

他又有语言训练课，从他的气息不足开始练习，吹气、吹口哨、吹蜡烛，发声练习，认读

卡片，纠正发音，提升认知能力。现在他已经上幼儿园，为了巩固康复效果，依然来中心

坚持训练。 

   

冯钰程在蹲走训练        



 

18 

 

 

冯钰程做康复训练 

   

冯钰程进行认知训练 

 

守望家长协会（地区家长组织提供） 

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最近几次户外活动家长们报名都不踊跃，所以一直没有组织成

功，这个夏天过得有点闷。超级台风“利奇马”也走了，机构全员戒备，守了两天。还不

错，天佑大盐城，“利奇马”擦肩而过。大家轻松了许多。有爱心志愿者家庭联系我，说想

带自己的孩子到我们机构做暑期实践，听说有普通孩子参与，这么好的融合机会怎么能错

过，当晚就在家长群里发布了室内亲子烘焙活动，妈妈们热情高涨，参与的积极性很高。

有的提议做奶油蛋糕，说在商场自己做的时候没有成功过，通过内部组织的活动可以跟师

傅多请教；有的说想试试做雪媚娘，Q滑的冰皮，好吃的水果粒，怡人的奶香，好像美食就

在眼前。活动当天，妈妈们也是非常兴奋，围着烤箱、打蛋机转来转去。烘焙师傅先教的

是三明治，切片面包等食材早已经准备好了，分发到位后，孩子们跟着烘焙师傅一起学习

操作，孩子们模仿能力还是不错的，很快就都完成了，各自用奶油画了记号。过了一会儿，

三明治都出炉了，烘焙师傅打开烤箱的一刹那，守在门口的我感到一阵热浪袭来，就让幸

福再更多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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