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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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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 8 月，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携手 174 家机构开展了 3386 次儿童救助和家

长支持活动（其中，96 家长组织共开展活动 1670 次活动），直接受益心智障碍者 6318 人次，

直接受益家长 6605 人次，参与志愿者有 1853 人次。 

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 8 月，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计划有 9 个家庭资源中心及 12 个家长联络站

开展了赋能活动、入户探访、融合活动共计 106 场，受益心智障碍者 348 人次，受益家长 1212

人次，参与志愿者 278 人次。 

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 8 月，爱星加油站共 11 个站点开展了赋能活动、入户探访、融合活动共

计 42 场，受益心智障碍者 249 人次，受益家长 361 人次，参与志愿者 99 人次。 

（二）典型项目活动进展 

儿童救助及社会融合支持 

华北网络 

1. 职前技能培训 

2022 年 8 月，长春市某康复机构伙伴通过本项目支持 12 名学员获得职前技能培训补贴，学员通

过辅导员的指导进行职前技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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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收款技能培训 

2. 职前训练指导 

2021 年 8 月，浏阳市某康复机构伙伴为 8 名大龄孩子提供了一个月的职前训练指导，教他们洗

车、包饺子等活动，让他们不断的练习，掌握基本的操作，为日后融入社会奠定基础。 

 

 

洗车职前训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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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饺子训练 

3. 心智障碍者家长培训课 

2022 年 8 月，济南市某康复机构伙伴对项目内 100 位孤独症儿童家长分两次进行心理疏导，树

立科学的干预理念，提升家长养育孤独症儿童的能力。 

 

家长培训课 

4. 心智障碍者家长培训课 

长沙市某康复机构伙伴 8 月家长培训主题有两个，分别是 “休闲与游戏”和“早期密集干

预”，社交障碍是孤独症儿童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游戏是开发和锻炼孩子社交技能的重要方

式，是幼儿发展社交技巧的重要舞台，想要提高孩子的社交技巧游戏必不可少。但缺乏游戏技巧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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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孤独症的小孩经常会遇到的困难，也容易被我们忽略，我们需要通过游戏与休闲帮助我们的孩

子。另外由于家长接受的早期密集干预信息的偏差，因此本次培训加上早期密集干预的内容。 

 

家长培训课 

华南网络 

1.康复训练 

2022 年 8 月，衡阳市某康复机构伙伴对项目内资助的 40 名儿童，工作日每天 1 节语言课，1 节

感觉统合训练、其他为集体课程。对儿童的语言、注意力、认知理解、情绪行为、生活自理、社

交能力、粗大和精细动作进行全面的训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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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康复训练 

西南网络 

1.亲子游活动 

2022 年 8 月 12 日，天空澄碧，微风吹拂，迎着这风和日丽天气，贵阳市某康复机构伙伴森林亲

子游如约而至了！全体师生与家长一起相约，与大自然邂逅一场欢快之旅。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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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全校师生与家长欢聚一堂 

西北网络 

1.康复服务课程 

2022 年 8 月，南阳市某康复机构伙伴为 6 个贫困孤独症儿童提供每天 7 节课，每节课 45 分钟，

一共 23 天康复服务课程，课程有感觉统合课、认知理解课、言语沟通课、音乐课、游戏课、美

劳课、自理能力训练课。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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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康复训练 

脑瘫网络 

1.康复训练、家长培训及教师培训 

2022 年 8 月，青县某康复机构伙伴为 20 名心智障碍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提升儿童运动、精细、

语言、理解、生活自理等能力。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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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儿童康复训练 

为 20 名心智障碍儿童家长提供家长培训，改善家长康复观念，增长家长康复知识。为 5 名教师提

供培训，提升教师的专业技能。 

家长培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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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家长网络 

1.家长互助小组、融合无障碍活动、家长赋能小组及心青年自理能力培养活动 

2022 年 8 月，郑州市家长组织伙伴开展了 5 次区域互助小组，累计 54 人次参与；举办了 3 次

融合无障碍宣传倡导活动，共计参与人数 61 人；一对一家庭支持 25 个，两次家长赋能小组累计

参加 120 人次；共计开展了心青年自理能力培养活动 7 次，累计参与人数 70 人。 

家长们在小组活动学习知识 

2.心青年家庭外出游 

青青世界是深圳历史悠久的一个公园，是许多在深圳长大的朋友内心甜美的童年回忆。2022 年

8 月，深圳市家长组织伙伴组织家庭们来到青青世界游玩。一位心青年非常的开心，拉着社工的

手说着自己快乐的心情，她说：“姐姐，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组织的这个游玩青青世界的活动，我

非常的开心，看到很多景色都让我回忆起以前小的时候在这里快乐的回忆~” 

这天的活动日恰巧是一位心青年的 18 岁生日，妈妈准备了很多手举牌，和龙哥分享了自己内心

对龙哥的爱，龙哥感动的拥抱着妈妈，也让周围观礼的家长们非常触动。孩子们一天天长大，转

眼成人，而持续的爱与陪伴，才能让我们的孩子快乐健康的成长！ 

心青年家庭们在快乐地游玩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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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年培力营活动 

长春某家长组织伙伴本月共开展 10 次青年培力营活动，其中数字油画课 2 次，生活技能课堂

（中餐制作）4 次，烘焙课堂 4 次。本次的烘焙课堂上，在写所学的汉堡胚子制作的课堂笔记的

时候，梓桥同学遇到了难题，“汉堡胚子”的“胚”字他不会写了，他没有第一时间问老师，而

是往旁边王同学的笔记上偷看，被王同学发现了，面带着无奈的小表情，把自己的笔记悄悄挪远

了一点，不想让梓桥抄他的笔记，同学们这些小小的互动，在普通群体中都是极为正常的，但是

对于心智障碍群体，就是一个特别值得开心的事，感觉他们之间的交流又迈进了一步！ 

心智障碍青年在上烘焙课堂 

融合中国家长组织网络 

1. 快乐活动营活动之城市探索 

８月２１日，北京家长组织伙伴志愿者、心伙伴在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开展了城市探索的快乐活

动营活动。志愿者陪同心伙伴通过游园打卡集章共同领略历史遗迹风光，此次途中夏日荷香与一

路笑声相随，志愿者与心伙伴收获了深厚的友谊同时增加了心伙伴与社会融合交流以及自主出行

的能力。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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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障碍青年与工作人员在圆明园合影 

2．快乐活动营之创意绘本活动 

广州家长组织伙伴开展了快乐活动营的创意绘本活动，活动分为绘本阅读与灯笼制作两个环节。

通过阅读绘本，星星孩子（孤独症孩子）在大小志愿者陪伴下了解绘本故事内容，与绘本老师进

行问答互动，这些调动星星孩子参加活动的积极性，有效促进星星孩子与志愿者们的互相认识和

交流。灯笼制作环节中，老师为大家准备好了制作灯笼的材料，让星星孩子与小志愿者们相互协

作，共同完成一个小灯笼，给予他们充分接触的空间。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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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心智障碍小朋友在制作灯笼 

3．融合桥计划之小爱出行活动 

2022 年 8 月 4 日下午，温州市家长组织伙伴融合桥计划之小爱出行活动理论课部分在神力大厦

开展， 4 位青年一同跟随讲师学习了出行安全知识和手机导航功能使用方法，并以此为基础，

在志愿者与讲师的协助下自主设计第二天出行计划。 

8 月 5 日，周五上午，青年们按照前一天一起设计的出行计划表于 11:30 在神力大厦集合，然后

一起在温迪路口公交车站乘上了 B109 路公交车前往肯德基吃午饭。吃完午饭后，青年们步行到

名人国际影城，检票进入影厅，观看电影《人生大事》。这次活动中，青年们还自主选择了不同

的出行方式：坐公交和打车。在为自己选择和负责的生活里迈进了新的一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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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心青年的自主出行时间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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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 

1. 西南网络能力建设项目 8 月进展 

2022 年 8 月 6-7 日，由壹基金、贵阳南明区爱心家园儿童特殊教育康复训练中心支持，南宁护

苗教育培训学校主办的 2022 年海洋天堂计划西南网络能力建设第 2 站—广西站，在广西开启

了。 

经前期的项目申报与资源整合，结合当地合作伙伴机构的发展需求，此次培训聚焦于机构能力建

设、专业康复培训两大议题。会议邀请了共 11 位公益倡导者、孤独症行业专家、广西残疾人领

导开展专题讲座，共有 56 家广西孤独症服务机构，累计 130 余人孤独症机构领袖及骨干、孤独

症康复教师、孤独症家长相聚一堂，开展行业交流与专业学习。为广西孤独症机构赋能，提供机

构资源支持，共同推动西南地区孤独症行业服务的精准化、专业化、可持续性发展。 

 

广西能力建设大会现场 

1. 西北网络能力建设项目 8 月进展 

为了网络劝募知识的有效普及，提升西北网络机构劝募团队的实际操作水平，使机构能更好的掌

握、适应今年 99 的新规则，8 月份，项目组织了 2 场 99 公益日经验分享的线上培训。兰州德爱

心智障碍者社会服务中心总干事的陈德凤老师、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主任庞保良老师为网络机

构做了培训分享，主题分别是：“抛砖引玉---99 公益日筹款的道与术”与“99 公益日资源动

员案例分享”。此次培训对今年的“99 公益日”项目进行了讲解，既有政策的解析、理念的更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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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又有实际操作和前瞻信息，内容丰富实用。为网络劝募工作的推进起到了极大的动员作用，

大大增强了各机构开展“99 公益日”的信心，达到了培训的预期效果。 

 
分享：抛砖引玉---99 公益日筹款的道与术 

3. 华南网络能力建设项目 8 月进展 

目前项目各项内容接近尾声，其中《心智障碍者职业素养现状及培育方向》调研已顺利完成，调

研报告已印制成册，并于 8 月 28 日线下举办和线上同步直播本次调研成果发布会暨大龄服务恳

谈会。会上各服务机构、企业、家长、义工等各方听取了调研报告，进行了大龄服务话题交流，

纷纷表示此次调研和讨论开拓了服务思路，有了新的启发。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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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障碍者职业素养现状及培育方向调研成果发布会暨大龄服务恳谈会 

 

（三）专项项目活动进展 

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计划 

1. 家长经验分享 

2022 年 8 月，在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计划项目的支持下，广西桂林的家长联络站邀请单亲妈妈南

宁阳妈通过腾讯会议，向桂林的家长们分享十几年独自抚养中度孤独症孩子路上不断实现自我成

长的历程，并用自己六年影子老师工作经验，解答关于孤独症儿童上学的各种问题。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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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主题海报 

2. 融合教育主题沙龙 

2022 年 8 月，在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计划项目的支持下，广东惠州的资源中心为家长们开展了以

融合教育准备为主题的议题沙龙。 

活动中，主讲人以融合教育准备为主题开展议题沙龙，让家长分组进行讨论，讨论关于影子老师

需要做哪些具体工作，记录并进行分享，如帮助孩子如何适应学校生活，做好家、校和机构的沟

通工作，引导孩子在学校的融合等，接着主讲人分点列出影子老师的工作内容，家长也记录下来，

为后续孩子的融合教育做更多准备，也给予家长更多支持和帮助。 

通过议题小组的开展，家长认识到融合教育影子老师的工作内容、融合环境与策略和孩子的择校

等内容，给家长提供了更多融合教育知识的支持。资源中心团队会继续为家长开展更多相关议题

小组，与家长共成长。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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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饶有兴趣参与沙龙 

3. 家庭走访 

2022 年 8 月，在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计划项目的支持下，四川成都的家长联络站工作人员对 20

户心智障碍者家庭进行了走访。通过与家庭的交谈，工作人员初步了解了心智障碍者家庭的不同

需求。走访后，工作人员对于了解到的需求进行了复盘，后续会探索如何通过链接资源来更好支

持到心智障碍者家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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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进行入户走访 

爱星加油站计划 

1. 评估培训 

因为有了科学、认真的评估才能了解孩子的真实发展状况，有针对性的制定和实施干预计划。

2022 年 8 月，郑州爱星加油站的崔佳老师就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深入浅出地讲解评估工具、

举一反三地现场教大家对自己的孩子进行评估，进而有针对性的选择适合的干预课程。开始时介

绍了小龄干预机构从咨询到沟通、评估、制定和实施教学计划的一般流程。 

随后，崔佳老师介绍了几种常见的评估工具，现场家长分组讨论并对自己孩子打分、评估，进行

实际的评估练习。讲座结束后，参与的家长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评价。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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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复培训 

本次活动邀请到了洛阳爱星加油站康复部的资深康复师吴鹏飞与庞丽真老师，两位老师通过知识

科普与实操的形式为大家讲解了如何进行口肌训练，活动同时在视频号上直播。 

本次活动参与家长人数 23 人，学员 15 人，投入 10 名志愿者来做现场支持工作，线上参与 413

人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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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在聚精会神地听讲课 

3. 社区倡导 

全国第六个残疾预防日，鹤壁爱星加油站的孩子们走进淇滨区和谐社区倡导。鹤壁爱心互助

群逐渐扩大，从 30 到 50，从 50 到 80，直到今天的 102 个家庭。几个核心家长欣慰又难

过：欣慰的是，我们的影响力扩大了，我们可以和更多同病相怜同命相连的人互相鼓励抱团

取暖；难过的是，总有不幸的残疾孩子和家庭出现。知道自己的痛，更能体会残障家庭的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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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苦！通过市残联、区残联和鹤壁爱星加油站的社区倡导，全社会推广婚前检查和生育健康，

预防残疾关爱生命，关注残疾孩子和家庭。 

孩子们在参加活动 

二. 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1. 我爱做运动 

对于华北网络大连康复机构伙伴的动动小朋友来说，感统课是他最爱上的课，爱动的他最近学了

一项技能打羽毛球，每当他打到球的时候都会高兴的叫起来，捡球对于动动来说也是一件快乐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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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羽毛球运动 

2. 家庭入户指导 

在华北网络长沙市某康复机构伙伴中，为期十个月之久的入户指导中，老师们的坚持以及家长的

无条件配合都是值得感恩的！孩子们每一次的小进步和家长欣喜的表情，都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

回报！现在入户指导工作将告一段落，但是我们对孩子的关怀不会停止。老师们也会不定期对这

些家庭进行电话回访，继续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居家康复的各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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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指导 

3. 融合教育家长培训 

对于华南网络沙县某康复机构伙伴，在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的过程中，家长和老师是孩子成长的

引路人，家长和老师是孩子共同的协助者，老师和家长合作可以保证融合效果的最大化。家长支

持是在融合教育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此，8 月 28 日，项目就“融合教育的家长支持”在

机构内开展了分享学习：包括融合教育的相关理念、融合教育的因素、融合教育的准备技能和家

长对孩子融合教育的准备等。 

融合教育家长培训 

融合教育就在我们身边，融合教育一直在路上，希望我们能认识到融合教育理念对教育的改变以

及影响，期待我们有更积极的应对，努力创造我们期许的教育，我们希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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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命树（光之爱前身）20 周年纪念活动 

在这个社会环境变动的时刻，危险与机遇混杂的情境下，脑瘫网络北京生命树作为一个团队，这

样的一群人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走到了第 20 个年头，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一

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8 月 20 日的这一次的聚首，生命树召唤回了以前曾经在这里工作后来离开的老成员们，一时间新

老汇聚一堂，相互诉说近年的经历与心路，孩子们看到了以前熟悉的阿姨又回来看自己，其久别

重逢后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活动中也有多年坚持关心生命树团队的朋友们，他们定期会组织探访活动，用一天的时间到机构

义务劳动、陪伴孩子，这种探访在疫情管控时紧时松没有定数的时期，对脑瘫青少年的情绪健康

和社会融入需求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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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中，大家真情交心且怡然自得，在生命树之家的大院子里，清新的音乐与浓烈的烤肉相映

成趣，这是一场节日，是一场盛大的节日，是一场属于每一位想要用生命扶助生命的善良人的节

日。 

对生命树和现在的光之爱而言，节日不过是一次涌起的巨浪，而巨浪起于平日里深沉的静流——

那是基于对生活的坚韧、热爱，事业才坚持了下来，度过了岁月，才有了节日般的欢欣时刻。节

日过去了，巨浪复归为静流，继续推动生命之河奔涌下去，生命不息，事业不止。 

恭祝生命树：无论风雨，常青常在！ 

5. 小森的故事 

在脑瘫网络青县康复机构伙伴中，小森是一个爱跑爱跳的小男孩，特别喜欢和其他小朋友玩，但

有时也有自己的小脾气。还记得他刚来机构的时候，只能发简单的单字和叠音“爸爸”“妈妈”，

动不动躺在地上就哭，妈妈特别焦虑，为此尝试了各种方法“吃药”等。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训练，

他已经能连续地说句子，甚至是小故事了，也进入了普通幼儿园进行融合，理解和表达能力都有

明显提升。每次放学回到家里，还能告诉妈妈在学校里和老师同学玩的什么。随着能力的提升，

有时也会有自己的小心思，有这样那样的要求，妈妈也掌握了一定的处理方法，如何正确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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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祝福他的未来越来越好！ 

可爱的小森 

6. 生活技能培训 

2022 年 8 月 10 日上午，西北网络榆林市康复机构伙伴组织心智障碍青少年在志愿者和老师的陪

伴下完成本次生活技能培训活动。本次活动贴近生活，让每个孩子能切实练习生活中必需的技能，

孩子们都全程参与了擀饺子皮以及最后吃饺子环节中，这样的技能培训，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手

眼协调能力、情绪管理能力、提升了认知，还让他们锻炼了一技之长，为将来步入社会就业提供

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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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障碍青年一起协作制作饺子 

7. 让心靠近 将爱传递｜云上清谷游乐场快乐行 

2022 年 8 月 23 日，悠悠清谷中，西北网络兰州康复机构伙伴全人教育快乐成长营正在进行中。

营地孩子们的八月生日会如约而至，在山野中的营地过生日，还有许多融合的小伙伴，手牵着

手，让心靠近，将爱传递，生日会上孩子们简直不要太嗨了！本次生日会的场地可都是在榆中县

委常委、宣传部周玲部长的介绍下，云上清谷生态度假山庄为孩子们免费提供，在清谷，我们举

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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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清谷生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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