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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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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海洋天堂计划约【56】家机构开展了约【29】次行为干预训练

课程，【104】次家长赋能活动，【17】次教师培训，【55】次社会融合活动，直接受益人次【3754】

人次，直接受益家长【1302】人次，直接受益普校教师【86】名，参与志愿者人次【211】人。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儿童救助及家庭支持 

1、西北网络 

青海省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工作站 

青海省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工作站 11 月份开展了 2 次家长喘息服务，1 次感统推介活动，

1 次亲子社区融合活动。 

2020年 11月 22日青海慧灵邀请了千训幸福密码训练师、企业团队领导力的教练给大家带来

《爱的自然生命力》家长讲座，帮助调节家长长期压抑的内心、释放心中的委屈，为后期开展家

校合作，共同为孩子成长奠定基础。 

2020年 11月 29日，青海慧灵儿童康复部给孩子上了亲子体智能互动课程。亲子活动寓教于

乐,让孩子在游戏中学到知识，帮助更好地进行社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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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七里河区灵星特殊教育中心 

2020 年 11 月灵星贫困儿童康复救助项目为机构 7 名贫困儿童进行康复训练教育经费补贴，

同时为机构 61 名代课老师提供特殊教育支援补贴，这些教师同时又为机构 38 名其他孩子提供一

对一、小组、运动等不同形式的课程，一共有 43名孩子受益，43个家庭受益。 

7名孩子在 11月开始进入正常的教学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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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日常机构生活技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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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二七区精诚能力训练中心 

2020 年 11 月，郑州市二七区精诚能力训练中心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开展了 4 期家长喘息服

务：其中，周五下午半天的志愿者亲情陪伴课程 3期，冬日暖冬活动 1期。 

2020 年 11 月 6 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星美志愿者服务队的大学生志愿者们来到精诚，继续

开展了常规活动—“繁星点点”之爱的接力棒—周五下午志愿者亲情陪伴活动；截止到 2020 年

11 月 30日一共开展了 3期志愿者亲情陪伴活动，大哥哥大姐姐们陪伴孩子一起上课，一起玩耍，

得益于志愿者们的亲情陪伴，使得家长们每周都有一下午的喘息时间。 

 

 

兰州新启点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兰州新启点特殊儿童服务中心本月开展了冬季机构能力建设活动，通过活动锻炼体能、增强

团队协作能力。教师们参与了跳大绳、接力赛、拔河等，分组对抗等各种体能活动。在寒冷的冬

天锻炼了身体，提高了身体素质，在游戏对抗中考验了团队的协作配合能力，帮助今后更好地服

务有需要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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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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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对救助的 11名儿童进行了行为训练及日常康复训练，对中心的 4名教师、3 名督导发放

了项目补贴。 

 

3.华北网络 

北京市昌平区昌雨春童康复中心 

北京市昌平区昌雨春童康复中心在 10-11 月间开展了“小厨房大成就项目”活动，本项目为

学龄的大孩子设计，以上课的方式，通过制作视觉提示表、一对一指导动手操作、集体课等，锻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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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学龄特殊儿童动手能力、生存能力及统筹能力，培养儿童生存技能和职业技能。通过 8 次项目

活动，孩子们已经具有厨房的基本技能（洗菜、切菜等），有一位学生可以根据视觉提示自己独立

完成两道菜，两位同学可以根据视觉提示和一些协助完成两道菜。 

 

沈阳小海龟儿童智能教育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小海龟的教师按照教学计划为 6名孩子开展融合教育，在很多课型上这些孩子

都可以脱离特教老师的辅助和支持，独立完成主班老师的教学任务。临近年底了，小海龟也开始

筹备联欢会，老师们每天都带领孩子们进行表演能力的训练，有舞蹈、歌唱等。孩子们也通过自

己的努力得到了表演之星的称号。 

 

 

4. 华南网络 

泉州市鲤城区太阳雨儿童培训学校 

11 月份，泉州市鲤城区太阳雨儿童培训学校的老师继续为 3 名大龄星儿提供了艺术疗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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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课程学习、生活技能训练、体能运动训练等课程。大龄星儿日间照料中心本月的主要精彩主题

为寿司制作课程。大龄星儿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制作了美味的寿司。 

 

 

 

 

 

 

 

5. 守望家长网络 

盘锦原之爱心智障碍者家长互助中心 

盘锦原之爱心智障碍者家长互助中心 11 月服务心智障碍者 35人，提供了 29 节公益艺术课程。

七彩公益课堂包括钢琴课、声乐课、非洲鼓课、尤克里里课、架子鼓课、语言口才课、美术课等，

每天上课人数不等。本月原之爱艺术课“七彩公益课堂”还开展了跆拳道课，当天共 10 个孩子上

课，课上气氛活跃，学习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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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脑瘫网络 

兰州晨光身心障碍人士社会服务中心 

2020 年 11 月，兰州晨光身心障碍人士社会服务中心为 22 名残障青少年提供手工技能培训，

开展了 16 节手工技能培训课，完成手工品 71 件；为 3 名小组长提供线上赋能支持 4 次。11 月份，

有 1 名新学员加入，开始在小组长的培训下学习制作毛线手工品。此外机构还外出探访 2 名中重

度脑瘫青年各 1 次。 

 

（学员恢复线下手工课） 

新疆疏勒县彩虹康复教育中心 

受新疆喀什 10 月底疫情，整个喀什地区 11 月期间基本处于封锁状态。新疆疏勒县彩虹康复

教育中心通过线上继续开展课程和活动，服务 24个脑瘫儿童。除了线上行为训练课程，中心还开

展了多样家长赋能活动，通过绘本故事普及健康的生活理念和习惯，还开展了“给自己的感谢信”

活动。 

学员的母亲们，从自己的孩子被诊断是残疾、是脑瘫开始，自责就像一根紧箍咒带在身上，

不停的在对她们进行捆绑。每当看到自己的孩子时，心里泛起的不仅是怜惜、心疼，更是对自己

的否定，觉得自己做了错事，连累了孩子，也连累了家人。中心通过举办这个活动，邀请各位母

亲为自己写一封信，表达对自己的肯定和感谢，一定程度上帮助家长舒缓了情绪、释放了心理压

力，帮助家长重新鼓起勇气，成为孩子的力量与后盾！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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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殷都区博爱特殊教育学校 

11 月，安阳市殷都区博爱特殊教育学校为 6 名脑瘫儿童提供了康复教育，并为特殊教育老师

发放了补贴。 

 

 全纳教育   

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温州、厦门、广州、北京、成都、福州等地分别开展了教师培训活

动 4 次，家长培训活动 1 次，校园融合倡导活动 22 次。共受益普校教师 86 名，心智障碍儿童 226

名，心智障碍儿童家长 18 名，普通儿童 1085 名，普通儿童家长 26 名，间接受益人次超过 1033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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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1. 教师培训活动 

厦门：11 月 15 日 ，厦门小海星进行特教老师入校支持活动。通过此次活动，给与了特教老

师专业化的支持，通过系统化评估、系统化课程支持、系统化训练等方面内容的讲解与深入，提

升了特教老师入校评估及 IEP 制定的能力。 

11 月 16 日，厦门小海星对金海岸幼儿园全园教职工进行融合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幼儿

园融合个案分析、入园支持（针对个案如何安排位置、如何给予支持）。 

11 月 27 日下午，于厦外海沧附校开展海沧区第六批教育科研课题开题会议。此次会议通过

师资培训，如何做好入校支持及校园融合活动，小学随班就读语文课程融合建构的研究，使得课

题研究工作的界限和具体内容更加清晰，给课题研究方向提供了更明确的方向。 

福州：11 月 21 日，通过培训对韦氏儿童智力量表有了一定的了解，当家长拿表格给老师的

时候，知道如何分析及正确地看待表格内的内容。 

2. 家长培训活动 

成都：2020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16：30-17：30 在成都胜西小学（高坎校区）开展全纳教育家

长培训。本次全纳教育家长培训共 44 位家长参加，签到率百分之百，培训顺利开展。此次培训主

要为大家介绍全纳教育理念，让家长们熟悉全纳教育理念，让家长理解生命多元，培养对生命的

尊重和责任感。同时熟悉全纳教育理念，掌握一定全纳教育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思路，使家长更有

效的参与支持孩子在学校全纳教育质量的改善和校园生活的融入。 

3. 校园融合倡导活动 

广州：11 月 17 日在香雪小学的三年 7 班开展了一节融合运动课。11 月 19 日在玉泉学校的一

年 5 班开展了一节融合班级主题课。11 月 30 日在罗岗村小学二年 1 班开展了一节融合班会课。

三年（7）班的特需学生是个很不喜欢参与集体活动的学生，因此特策划运动课让其跟班上同学有

更多互动了解的机会，学生也在同学的带领下愿意到操场来看，虽然参与得不多，但愿意跟着同

学下来操场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同时也通过这个活动让班级同学懂得带领他。一年 5 班通过《彩

色的花朵》这个绘本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花朵，形状不一样，颜色不一样，都是

独一无二的。二年 1 班则通过动物园大选举的故事让学生了解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优点，就像人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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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都有自己的优点，而我们要善于去发现别人的优点。 

北京：每周一下午，融爱融乐与英国哈罗学校共同开展最佳老友课堂，通过线上的形式，让

心智障碍学生参与英国哈罗学校的融合课堂，跟哈罗学校的学生进行互动，共同体验融合活动课

堂。 

2020 年 11 月，共开展了 5 次线上最佳老友课堂，一共约 110 人次参与课程。课程通过哈罗

学生主导，外教辅助的形式，开展音乐课和英语课为主的课程内容，促进哈罗学校学生与心智障

碍学生的互动与交流。 

成都：2020 年 11 月 13 日校园融合运动下午 16：30-17：300 在成都胜西小学（高坎校区）开

展校园融合运动。活动共 40 名学生参与其中。此次活动特邀了融合运动专家为学生了生动 活泼

的诠释全纳教育理念下的校园融合。通过融合活动，帮助每位同学更深刻的理解生命多元，培养

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和责任感，从而让更多的人成为融合教育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构建良好校园融

合环境，丰富每一所学校的文化内涵。 

福州：11 月 25 日，开展了全纳教育校园融合倡导活动-“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施程小学主

题班会。孩子们的反馈：“我们的世界处处充满了爱，因为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带着感恩的心在生活

在前行，我们也要努力学着做一个有爱心懂感恩的人。” 

在提问环节里，同学们踊跃发言。有的同学说：“我最想感恩的人是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

工作非常辛苦！”有的同学说：“我想感谢连老师，一二年级时我特别调皮不懂事，连老师总是很

耐心的教导我。”还有同学说：“今年新冠肺炎爆发，因为有许多医务人员挺身而出，战胜病毒，

我们才能重回校园，我想对他们说谢谢！” 

“我想感谢我的同桌，在我学习有困惑的时候经常帮助我，我非常感谢他！”说这话的霎那间

男生的眼眶湿润并哽咽了……“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两个同学的双手紧紧的握在一起。此情此

景在场的老师和家长都被孩子们之间纯真的友谊感动着。 

家长志愿者反馈：“感恩教育就像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播种一样，是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不可

缺少的一课。这样的主题班会在远航中队已持续开展了 4 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的感悟也

越来越深刻。” 

11 月 27 日，开展了全纳教育校园融合倡导活动-“拥有一颗感恩的心”—福州市西园中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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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主题班会。聪明的孩子们开始动手给心目中最想感谢的人制作手工贺卡啦！有的同学想做的快

点这样就可以多做一份，因为她既想送一份贺卡给老师，也想送一份给妈妈。现场感谢老师的环

节，同学们通过学校生活老师对孩子呵护的点滴故事，感动着孩子和老师，现场献花的环节，更

让老师触景生情。感受到孩子们的那份温暖。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一）儿童救助： 

1. 兰州晨光身心障碍人士社会服务中心 

手工组来了一名新生——安心 

10 月初，社会福利院转来了一名学员，她叫安心，是从儿童福利院转过来的，因为她已

经超过了十六岁，就被送到了社会福利院。她是六年前我们服务过的一名孤儿，当我们问到

她是否记得老师们时，她开始没有想起来，后来又想起和她一起生活过的李晴和院生，最后

也想起当时陪伴她的朱老师和杨老师。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拉着老师们的手说话，我们带

她参观的手工教室。      

11 月，她已经开始来信望爱手工组啦！她的下肢有严重的障碍，但是双手的功能基本正

常。老师和她进行了一对一的沟通，先让她体验了一下手工制作。安心尝试了串珠，她的理

解力比较好，也能够及时的给与老师反馈，盼望安心在手工组获得更多成长，在这里找到“爱

和归属”。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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