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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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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进展总述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 8月海洋天堂计划约【39】家机构开展了约【28】次行为干预训练课

程，【15】次家长赋能活动，【3】次教师培训，【11】次社会融合活动，直接受益人次【1021】人

次，直接受益家长【1204】人次，直接受益普校教师【22】名，参与志愿者人次【600】人。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儿童救助及家庭支持 

1、西北网络 

疏勒县彩虹康复教育中心 

8 月，彩虹康复教育中心每周五天的线上课程有序开展，中心不仅迎来了新的孩子的加入，

一些退学去治病的孩子们也回到了中心，继续康复训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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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凡尘安星特殊教育中心 

近期，凡尘安星开展了期末家长公开课，从公开课上孩子们的表现来看，疫情期间落下的功

课，很多孩子都逐渐补回来了，几位这学期才加入的新生已经慢慢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孩子们之

间藏在日常里难得的友谊也被细心的老师捕捉到了。 

在听完公开课后，班上几位学生的家长都开心地表示：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很棒，能够鼓舞到

自己，也对老师的陪伴和支持表达了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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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七里河区灵星特殊教育中心 

8 月，教育中心为 2019 年海洋天堂项目资助的 7 名孩子进行了特殊康复训练，老师们根据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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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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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西南网络 

曲靖市麒麟区启智爱心学校 

8 月，学校为 10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员提供了康复训练费补助，帮助他们完成训练。 

 

 

3.华北网络 

北京光之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8 月，北京光之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为 6 名胃造瘘术后脑瘫患者特殊营养奶粉，为 18 名重度

脑瘫患者提供尿片等日常清洁护理用品，为 15 名重度脑瘫患者提供日常用药；为 9 名重度脑瘫患

者提供集体课 48 节【识字课 20 节，自然课 10 节，拼音课 18 节】，个训课 29 节（沟通/绘画/棋艺

/抓握练习等）；为 1 名青少年进行个别辅导。 

基于艺术体验课的学习成果，中心还结合一部分能力、条件合适的偏大龄患病青年有社会化

的需要和可行性，尝试启动增权赋能，举行了一次由大龄患病青年参与策划与实施的“慢飞天使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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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艺术作品感恩义卖会。 

 

 

4. 华南网络 

福建省安溪县爱慧日间照料托养中心 

8 月，爱慧日间照料中心为心智障碍的学生开展了行为干预训练，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

习了肢体训练操以及手工等课程。 

    

 

广州市天河区小天使康复训练中心 

8 月，小天使康复中心开展了“你我相伴，让星飞翔”的教师培训活动，共有 22 名特教老师

参加。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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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爱心智慧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1. 特殊青少年家居能力训练 

8 月，青少年班按照课程安排开展了常规家政服务教学，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叠衣服、晾衣

服、叠被子、浇花等。课程通过常规化训练的模式，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生

活自理能力。 

2. 特殊青少年厨艺技能培训 

青少年班也在厨艺技能方面对学生们进行了培训，主要课程内容包括：择菜、洗菜、炒菜、

洗碗等。 

 

泉州市鲤城区太阳雨儿童培训学校 

8 月，大龄星儿项目因为疫情停止服务近半年后，两个大龄星儿因为长期停学已离开机构，

暂无新进入项目的大龄星儿，项目本月仅为 2 个大龄星儿家庭提供日间照料服务。培训学校的老

师为 2 名大龄星儿提供了艺术疗育、文化课程学习、生活技能训练、体能运动训练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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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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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老师共同为 45 名自闭症儿童提供了每人每周 2 节课，共计 8 节的公益语言训练课程，更好

地助力星儿开口说话。 

 

5. 守望家长网络 

芜湖市弋江区星望家长支援中心 

暑假期间，家长支援中心组织大龄和小龄两组心智障碍学生进行了为期三日的夏令营活动，

共有 48 名学生参加。 

 

 

重庆市渝中区汇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8 月，服务中心组织了家长成长营活动，共有 40 人参加，进行了家长赋能。 

 

绥德县爱心树中心 

8 月，爱心支教老师优秀志愿者周琼陪伴着孩子们在爱心阅览室一起读书，来自绥德实验小

学爱心小分队的小志愿者们，也来到爱心树中心，和这里的孩子们一起阅读，一起游戏，一起见

证融合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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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脑瘫网络 

安阳市殷都区博爱特殊教育学校 

8 月，博爱特教学校的课堂上，学生们在特教老师的带领下学习儿歌，大家踊跃举手发言。 

 

 

厦门市同安区诺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8 月，服务中心为精神障碍患者和家属进行线上和线下的心理辅导，共有 16 人参与。此外，

中心还成立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爱在青春”两个成长小组，共 52 人参与。 

 

安庆市迎江区沐阳之家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8 月，康复中心为心智障碍者以及家长开展脑瘫知识宣传倡导活动，共有 82 人参加。 

 

贵州省爱之泉社会公益服务中心 

8 月，服务中心为 7 名困难家庭特殊儿童实施了共计 50 小时的康复训练，根据每位孩子不同

的障碍情况，制定了适宜的训练计划，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中心实施康复训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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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纳教育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广州、兰州、长沙、厦门、福建、北京分别开展了教师培训活动 5

次，家长培训活动 17 次、校园融合倡导活动 5 次、共受益普校教师 210 名、心智障碍儿童 129

名、心智障碍儿童家长 1965 名，间接受益 1200 人以上。 

面向普校教师开展的培训活动主要针对于随班就读支持的理念传播和技巧教授，面向心智障

碍儿童家长开展的培训和赋能活动既包括对全纳教育及特殊孩子融合支持模式的认识，还涵盖家

长之间的交流和互助支持系统的建立。由于 9 月份全国大部分学校即将复课，因此 9 月份将会主

要开展校园友善环境的融合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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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一）儿童救助：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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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脑瘫患病青少年“慢飞天使工作坊”艺术作品感恩义卖会——北京光之爱社会工

作发展中心 

“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 

大多数人或许不会想到，在出生即遭遇苦难，需要比平常人更加负重前行的脑瘫患病青少年

（被我们行业誉为“慢天使”），能够迸发出让一些健全人也望尘莫及的艺术灵性。 

他们用不甚灵便的双手，甚至不能用手，用绑定在头箍的画笔，去再现头脑中的影像，挥洒

生命中的感触，创作出一幅幅充满灵性的作品，展现着天使般的才华。 

现在，需要有一个契机，让他们的故事和作品从“天上”走到“人间”。月亮河妈咪咖啡承接

了“慢天使”们的落地，从 8月 17日到 8月 20日四天时间里，由脑瘫患病青少年自主发起试运

营的“慢飞天使工作坊”第一次走向线下公共场所，进行感恩义卖，共展出油画‘压花等画作 70

余幅。 

 

义卖并不是唯一主题，在生命树成长多年的大卫和晶晶两名学员，也分享了自己创作时的喜

怒哀乐，并且在午后搞起了音乐分享会，通过悦动的音符来寻找人生的共鸣，创造生命的连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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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殊青少年的居家生活能力训练——深圳市宝安区爱心智慧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2020年 8月，深圳市宝安区爱心智慧特殊儿童康复中心青少年班为学生们安排了常规家政服

务教学，课上大家一起学习叠衣服、晾衣服、叠被子、浇花等生活技能。课程通过常规化训练的

模式，锻炼了学生们的动手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在厨艺技能培训方面，

学生们也学习了如何择菜、洗菜、炒菜、洗碗等，但厨房存在一定的危险因素，例如使用热油和

电器，老师们也在这些地方给予了格外的关注。 

 

 

（二）融合活动 

1. 志愿者活动——绥德爱心树中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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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在绥德爱心树中心的公益阅览室里，爱心支教老师以及优秀志愿者周琼陪伴着孩子们

一起读书，来自绥德实验小学爱心小分队的小志愿者们，也和这里的孩子们一起阅读、一起游戏，

一起见证融合带来的快乐。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