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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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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携手 234 家机构开展了 4073 次儿童救助和家

长支持活动（其中，126 家长组织共开展活动 838 次活动），直接受益心智障碍者 10346 人次、

家长 12631 人次，参与志愿者有 3969 人次。 

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 5 月，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计划有 15 个家庭资源中心及 14 个家长联络

站开展了赋能活动、入户探访、融合活动共计 228 场，直接受益心智障碍者 876 人次、心智障

碍者家长 1638 人次、参与志愿者 895 人次。 

2022 年 5 月，爱星加油站项目共 12 个站点，开展了赋能活动、入户探访、社区倡导活动共 91

场，直接受益心智障碍者 326 人次、心智障碍者家长 899 人次、参与志愿者 178 人次。 

（二）典型项目活动进展 

儿童救助 

脑瘫网络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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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殊需要儿童康复训练课（疏勒县彩虹康复教育中心） 

2022 年 5 月，为项目内资助的 16 名儿童提供了 44 节康复训练课，包括感统训练课、长台课、坐

立行课、位置转移课、地席课、口肌课、手部精细课、认知课等康复课程。 

老师在一对一带孩子上康复训练课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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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常照护生活救助服务（北京光之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2022 年 5 月，为项目内资助的 10 名心智障碍人士，提供了整月 24 小时全天候日常照护生活救

助服务，包含起居照顾、辅助医疗等。 

日常照护生活服务 

华南网络 

1. 心智障碍儿童康复训练（衡阳市石鼓区启航儿童康复中心） 

2022 年 5 月，对项目内资助的 40 名儿童，开展每天一节语言课，一节感觉统合训练以及其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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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了全面的训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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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统合训练 

2. 母亲节线上线下义卖活动（汕头市慧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2 年 5 月 1 日到 5 月 8 日，共开展了 3 场母亲节义卖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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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义卖活动 

西北网络 

1. 社区融合活动（南阳市社区志愿者协会） 

2022 年 5 月 15 日，项目组织 20 名孤独症儿童家庭走出家门，在白河边的沙滩上游戏，志愿者

和老师们带领孩子玩游戏，家长们互相畅谈交流，在大自然的广阔天地中，家长也获得了喘息的

机会。5 月 21 日，项目组织 20 余名孤独症儿童家庭走出家门，在汉冶公园开展绘画活动，志愿

者和老师们带领孩子绘画涂鸦，用彩笔画出心中的感受，稚嫩的绘图线条，描绘的是他们丰富的

内心世界。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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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5 日活动-1 

5 月 15 日活动-2 

2. 生活小能手活动（榆林星缘自闭症儿童康复教育中心） 

2022 年 5 月，项目对 25 名孤独症儿童开展了生活小技能方面康复训练，时间安排上是每天有

30 分钟的 1 节课程，内容上老师们会根据每个小孩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个一个月内可以实现的

生活小技能。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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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能手活动-1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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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能手活动-2 

华北网络 

1. 厨艺训练课（合肥春芽残疾人互助协会） 

2022 年 5 月，项目共计为 25 名心智障碍学员提供了 1 次厨艺训练活动，心青年在助理的支持下

为自己定制菜单，并在社工助理陪同下到周边超市采购食材、工具，一起体验学习不同的食材处

理流程，培养正确的用餐习惯并熟悉餐后收拾流程。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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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心青年在超市采购食材 

 

一起处理食材 

 

练习餐后收拾流程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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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知语言课（长沙市雨花区爱萌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2022 年 5 月，项目继续对机构内儿童开展认知语言课等康复训练，系统的语言学习培养了他们交

换讯息、交流情意以及开展思维活动的能力。孩子们在不断地学习中成长，微小的进步也能让家

长看到康复的希望。 

 

小朋友在上数学训练课 

 

小朋友在上统感康复课 

3. 职前训练指导服务（浏阳市爱萌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2022 年 5 月，项目为 8 名心青年提供了 1 个月做手工串珠、手链、洗车等职前训练指导，让他

们通过手工操作，习得一项技能，为以后融入社会奠定基础。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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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青年在一起做手工串珠 

 

心青年在做手链 

西南网络 

1. 康复训练课（重庆渝中区阳光职业康复园） 

2022 年 5 月，重庆渝中区阳光职业康复园共计开展了 8 次康复训练活动。自 5 月开始，学员康复

训练加入了中医康复导引术，老师在日常的动作训练中为学员及家长讲解了中医的穴位按摩，让

家长在日常生活中除了给孩子做日常的动作训练，还可以通过中医调理帮助孩子们增强体质，家

长和学员们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尤其是孩子们在学习中体验了中医带给大家不同身体感受。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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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康复学习 

2. 跳蚤市场及文艺演出活动（重庆市南岸区小太阳心智障碍儿童康复托养中心） 

2022 年 5 月 29 日，为了提升儿童的融合能力，同时也是检验儿童平时康复训练的成果，在

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心组织了跳蚤市场及文艺演出活动，活动中，小朋友有的大声叫卖，甚

至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场里主动找人推销自己的产品，也用自己挣来的钱在场里买自己心仪的东

西，有的小朋友用物品去交换自己看中的心仪物品。整个活动，能看出来小朋友们通过这段时间

的训练，不管是认知理解、语言沟通、社交还是情绪行为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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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蚤市场及文艺演出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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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叙事干预培训活动（贵阳昕霖特殊儿童家长心理援助中心） 

5 月，昕霖教育邀请了美国南伊利诺州大学康复学博士和行为心理学硕士、博士级执照行为

分析师(BCBA-D)、应用行为分析授权特殊教育(ACE)提供方以及关键性技能训练第四级培训师黄伟

合博士，在线上教授家长和特教老师如何用叙事干预帮助孩子提升语言沟通能力，据了解叙事干

预是言语病理学领域经过 20 多年研究证明有效的询证干预教育方法。 

叙事干预培训活动照片 

守望家长网络 

1. 爱心义卖活动（辽宁盘锦原之爱） 

从 3 月中旬到 5 月 18 日，因为盘锦的疫情，原之爱一直处于停课状态。5 月 1 日正值五一小长假

期间，原之爱在湖滨公园与其他公益组织一起开展了爱心义卖活动，心青年在活动中发传单的同

时与游客友好互动，参与社会融合。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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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户探访活动（甘肃庆阳忘忧草） 

2022 年 5 月 14 日下午 4 点，庆阳忘忧草心智障碍障者家长互助中心的两位核心家长金红梅、张

娜入户探访了心智障碍者康康小朋友。康康是一位 11 岁男孩，由于爸爸妈妈工作忙，是保姆阿姨

在照顾，我们事先预约了孩子的妈妈，刚接待完我们，她就临时有事去单位了，我们与照顾康康

的保姆阿姨先聊了起来。 

知道了康康的爸妈从孩子出现异常后就跑遍了国内多家医院，没有间断康复训练，孩子从不会走

路到可以在家人的辅助下走一段路程，摆脱了轮椅；从没有咀嚼能力只能吃流食到慢慢学会吞咽。

知道了康康生活圈子特别简单，除了家人与照顾他的阿姨，再无朋友。知道了虽然他还不会说话，

可他也有他的喜怒哀乐：当看到喜欢看的电视画面他会露出微笑；妈妈下班回家，见到妈妈他会

以他的方式去寻求妈妈的关注；当他看见妈妈去照顾妹妹，他也会产生嫉妒的小心思，会哭会闹。 

 

3. 亲子融合活动（深圳守望协会） 

心青年小宇 5 月是第一次参加守望的活动，并且是一个人来参加，小宇和开心的和社工姐姐分享

他在学校中的日常，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在人际交往中感到困惑和压力的事件，也让我们从侧面了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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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心青年对日常生活中的敏感和压力。 

心青年活动 

融合中国网络 

1. 心青年融合桥职业转衔体验营（厦门市海沧区小海星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为了帮助 14-25 岁的心智障碍者提升职业素养，提前做好就业准备，顺利实现角色转化，最终实

现在融合环境中稳定就业，小海星开展了心青年融合桥职业转衔体验营。聚焦心智障碍者的潜在

需求，遵循心智障碍者的个人发展规律，以就业为导向，以实践中的总结和发现为基础，建立符

合心智障碍者个人成长的系统化课程，帮助 TA 们提升自我认识，建立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工作人

格。 

课程共分为四大模块，分别是自我认知与自我决定、自主生活、职业素养、职业陶冶，共计 50 个

主题。5 月进行了第一模块的探索。通过课程的开展，让心青年在支持的环境中不断提升个人的

能力，走出由家长长期照顾的封闭环境，实现自我价值。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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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转衔体验营课程 

家长支持 

1. 心智障碍者家长培训课（华北网络-长沙市雨花区爱萌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5 月家长培训课的主题是：如何在教学中发指令。此次培训分为理论和实操两部分，理论讲解之

前，先以提问的方式让家长结合生活和工作，说一说自己在生活中都会接收到哪些形式的指令，

家长们在回答时，结合生活和工作，说出了很多的答案，归纳起来包括：语言指令和非语言指

令。 

讲解完理论知识后，开展了实操示范以及家长实操练习。第一个家长开始练习时，孩子因为对环

境的抗拒不是很配合，于是就一起先从如何使孩子配合着手，慢慢的孩子安静了，并且愿意配合

做事时，在场的家长都一起给孩子鼓掌，为孩子的改变表示开心。家长们看到了这样做的效果，

也对以后在生活教学中增加了信心。第二个练习的家长是一个奶奶，每个指令都非常正确，可以

看出平时的努力，孩子也相当配合，对奶奶的指令能够及时作出反应。 

这次的培训使得家长们更清楚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与孩子相处、学习，如何给孩子发指令以及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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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孩子完成指令，并且，近期的每次培训不仅可以看到很多老面孔，还能看到很多新面孔，最

重要的是能看到年轻的妈妈或者爸爸来参加培训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说明更多家庭对孩子的成长

越来越重视了，真是好事。 

 

家长培训理论部分讲解中 

2. 趾印计划——法律援助培训活动（融合中国-青海省汇纳心智障碍者服务中心） 

疫情原因，组织了一期线上趾印计划——法律援助培训活动，活动邀请北京百行宜众律师事务所

的范晓红律师，给心智障碍者家长们介绍关于特殊家庭信托方面的一些知识，并解答家长们提出

的问题。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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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培训活动截图 

3. 快乐活动营活动（融合中国-毕节市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服务中心） 

5 月的快乐活动营活动里，志愿者和心智障碍者家庭一起去到织金洞景区游览参观。去往景区的

大巴车上游戏互动，灯谜竞猜、儿歌联唱、正念冥想等节目，营造欢乐、轻松的、愉快的氛围。

参观游览景区环节，在织金洞景区志愿者的引导下感受织金洞的神奇景象，市图书馆的带领下在

织金洞里集体诵读《三字经》《声律启蒙》感受文化的魅力，市文化馆志愿者现场向心智障碍家庭

演奏二胡，带来传统音乐的体验。本次活动为鼓励心智障碍者家庭勇敢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志

愿者们用实际行动去理解、尊重、关爱、温暖这些不一样的孩子，让他们的生活更加有品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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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活动营活动之织金洞景区游览 

公众倡导 

1. 融合活动（华北网络-济南市明天儿童康复中心） 

2022 年 5 月，项目机构组织孤独症儿童联合幼儿园 20 名儿童，开展了冷餐会融合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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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幼儿园孩子一起开展冷餐会融合活动 

2. 融合倡导活动（华北网络-长沙市雨花区爱萌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2022 年的 5 月是国际第 32 个助残月，而孤独症儿童是一个特殊而困难的群体，为了让社会各界

人士了解特殊教育学校的办学情况、关注到特殊需要儿童的学习与生活并且能出谋划策，同时，

也让特殊孩子通过向大众表演节目增强自信心，以及提高其社会适应性。 

5 月 20 日爱萌康复中心雨花校区举办了一次助残月宣传文艺汇演活动。表演内容非常丰富，有

优美的舞蹈表演、动听的歌唱表演、美妙的团队合作表演、满腹才华的诗歌朗读、气氛热烈的家

长参与有奖竞猜环节、激烈的亲子游戏环节以及庆祝爱萌成立 15 周年，校领导与孩子们切蛋糕

环节。活动最后在大家对孤独症孩子的美好期许与祝福声中落下了帷幕。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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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全国助残日宣传活动 

3. 社区老友融合计划（融合中国-莆田市蓝色灯塔助残帮扶中心） 

5 月，机构首次正式执行“社区老友融合计划”，从执行前的不安到执行过程的顺利，不管是蓝灯

人还是志愿者，都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心理变化。尽管活动内容很紧凑，志愿者团队也是经过培训，

多次参加活动，在活动前的腾讯会议上，家长把孩子的问题都说出来，并说明了应对方法，但还

是会担心志愿者没法应付……往往好事多磨，万事开头难，一旦上了正轨，等待大家的只有幸福。 

第一场活动，心青年有出现不愿意同行的、有情绪的，好在家长从旁指导志愿者，慢慢化解；第

二场活动，家长退居二线，不用陪伴了，甚至有的星青年还会主动跟家长说要与哥哥姐姐去捡烟

头的；第三场活动……第四场活动……6 月第一周末是最后一场，尽管活动尚未结束，但志愿者

对心青年的表现大有改观。志愿者反馈：只要用心陪伴，TA 的眼里有我！家长也不再是一直圈着

孩子生怕惹事的状态，走出一起，才有好未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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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友融合计划 

能力建设 

1. 守望家长网络 

5 月主要是开展了非凡家庭日的系列活动，具体如下： 

1) 为了解心智障碍者家庭面临的具体问题，来有针对性的开展提升家庭抗逆力讲座的内容，

5 月 7 日姚进忠教授和来自济南 3 位、郑州 1 位、广州 1 位共 5 位家长开展了线上座谈会，

来了解各家庭目前的生活现状以及面临的比较紧急的问题； 

2) 5 月 9 日开始开展了与郑州皆福、济南星星缘、广州融爱之家几家家长组织一起的非凡

家庭日倡导推进会议，对非凡家庭倡导的活动形式、传播素材收集达成共识，并形成传播视

频； 

3) 为让更多心智障碍者家庭了解清楚自身的需求和权益，并借此呼吁公众关注心智障碍群

体及其家庭的需求，5 月 10 日开展了亲密关系主题的线上讲座，共 33 人参与；5 月 13 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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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家庭抗逆力提升主题的线上讲座，共 52 人参与； 

4) 在 5 月 15 日“国际家庭日”期间，开展了非凡家庭评选活动（非凡家庭日丨平凡亦非

凡，我们是非凡家庭！ (qq.com)），共计有 14 个非凡家庭参与，获得了 9647 票数，活动鼓

励更多的心智障碍者家庭能够站出来，鼓舞更多的同路人。 

非凡家庭日活动讲座封面 

2. 融合中国家长网络 

2022 年 5 月 28 日，“萤火之约 聚力前行"融合中国项目网络第八届年会如期在线上举办。来自全

国各地的家长，组织骨干代表，心智障碍者以及各方的基金会和媒体小伙伴们齐聚一堂，用每一

个人的萤火之光汇集成未来的希望之光，温暖彼此，共创未来。 

传播链接：“萤火之约 聚力前行"融合中国项目网络第八届年会主会场圆满举办 (qq.com) 

http://www.onefoundation.cn/
https://mp.weixin.qq.com/s/JzK5zQIll19NG8Dac58E4Q
https://mp.weixin.qq.com/s/JzK5zQIll19NG8Dac58E4Q
https://mp.weixin.qq.com/s/JzK5zQIll19NG8Dac58E4Q
https://mp.weixin.qq.com/s/AHNopDU0e_hnmZ-N-nua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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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网络年会线上会议封面 

3. 华南网络 

5 月，项目各项内容在持续推进中。5 月 28 日研究会邀请了汕头市慧翔康复中心和深圳市宝安区

心康乐儿童训练中心两位资深特教老师与研究会资源中心一起举办了一场线上培训，主题是心智

障碍服务中专业关系的实务开展。一共有特教老师、社工等 35 人参与，为从业人员从不同角度分

享了服务中专业关系的建立、维护，提升了参与人员的专业性。 

 
5 月 28 日线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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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项项目活动进展 

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计划 

1. 宁波市星宝自闭症家庭支援中心 

2022 年 5 月，在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计划项目的支持下，宁波资源中心的工作人员走访了一户家

长都是听障人士，孩子又是心智障碍者的家庭。这孩子长期由爷爷奶奶带，呆在家里也不会玩玩

具，并一没看住就会破坏家具，家里经济情况困难，也负担不起高额的机构干预费用。考虑到孩

子以后的发展以及主要照料者年事已高的奶奶已然学不会家庭干预的康复活动，经过和奶奶商量，

工作人员通过资源中心兄弟机构的对接，在当地找到了一个全天干预班，可以减免孩子的部分干

预费用，加上本市对心智障碍儿童干预项目的补贴，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该家庭在机构开展干预的

经济压力。宁波资源中心的工作人员后续会对这户家庭保持密切关注，希望能够对这户家庭所面

临的问题有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工作人员入户访谈 

2. 北京市海淀区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 

2022 年 5 月，北京遭遇了疫情的冲击，为了在疫情期间更好地支持心智障碍者家庭。北京资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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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开展了封控管控区家庭的电话访谈活动，其中房山的 1 个家庭通过电话访谈反馈了心智障碍者

患病用药的匮乏。了解到情况后，资源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区域小组的网格化管理，及时的调动社

群内的资源供给，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了药物供给的支持。通过这次电话访谈，也让资源中心的

团队深刻的思考了面对突发的紧急事件，怎么样激发社群内的互助，以及网格化管理的机制与流

程。 

3. 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 

2022 年 5 月 27 日下午，广州资源中心开展了“成年心智障碍者的生活支持与监护”主题分享会。

本次活动邀请了广州扬爱副理事长卢莹和知恒律所的丁雅清律师分享，活动吸引了 40 多名心智

障碍者家长参加。围绕成年心智障碍者的生活支持与监护，丁雅清律师及卢莹老师分别为大家分

享了心智障碍者双老家庭监护以及探索心智障碍者成年生活支持模式的经验。活动中，卢莹老师

提出要为成年心智障碍者构建三责分立的支持模式，三责分别是服务、家庭资产托管及情感和监

护支持，并提示家长，对未来生活的任何规划都要以不影响眼前的生活为前提。 

“成年心智障碍者的生活支持与监护”主题分享会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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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星加油站计划 

1. 南阳皆福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 

5 月 26 号上午，南阳皆福的核心家长王莉戴知燕结伴到卧龙区车站南路建行家属院探访 18 岁的

孤独症女孩佳佳。据了解，女孩是 2 岁半发现症状的，5 岁在北京确诊孤独症后在郑州康达训练

了有 4 年之久，每月费用都在 8 千左右，为了康复训练花光了家里的积蓄，现如今租住在这里。

雪上加霜的是父亲查出胃癌，多年来一直在家不能上班。妈妈没有什么手艺，只做一份门卫的工

作，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家庭里的吃喝。妈妈很想让孩子走出去训练，去学习，去玩，可是家庭条

件不允许。开朗的妈妈很感谢家长组织工作人员能来看望，并表示一定要向家长组织靠拢，抽时

间也带孩子去参加活动，彼此守望。 

工作人员入户探访 

 

2. 鹤壁繁星特殊孩子家长互助组织 

5 月，机构协助浚县王庄镇一个智力障碍孩子办理了残疾证并申领了相关补助。 

先是工作人员听说庆庆 22 岁了还没有办残疾证，打电话问家长，才知道他父母已经 65 岁了，老

实巴交的农民，不知道去哪儿办、需要什么手续，也怕不认识人不给办，问起孩子的障碍程度，

父亲说孩子没上过学，不能独立生活。工作人员于是打电话让庆庆父亲带上庆庆和户口本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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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陪同他们到浚县残联办残疾证。 

先到残联领了申请表，又到隔壁给庆庆照相，照相的大姐正好是工作人员熟人，看到庆庆家情况，

本应收 20 元报酬，却执意不肯收一分钱，庆庆父亲很感动。照过相带庆庆去浚县福利医院进行鉴

定，医生询问了庆庆一些常识和他的日常生活，很痛快地在表上签了字，写上了：智力残疾贰级。

庆庆父亲的脸色由原来的紧张胆怯，终于缓和下来，长舒一口气。又带他们回到残联，残联工作

人员很麻利地在电脑上一番操作，然后盖公章，残疾证顺利办妥！有了残疾证，他们就能名正言

顺地到村民委员会开证明，以及后续工作人员与父母到乡民政所为庆庆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和生活

补贴、护理补贴，这一家的生活总算是多了些收入。 

 

庆庆终于拿到了残疾证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1. 第 32 个全国助残日，志愿者培训暨家长培训活动（华南网络-沙县心语星教育中心） 

为提高孩子的康复治疗，让孩子能够正确及时的辅助孩子，机构特安排了家长培训。并邀请

区义工联的志愿者帮忙照看孩子，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让家长能全面投入学习培训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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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培训前，机构还对志愿者进行了培训，以便更好的陪伴孩子。 

志愿者培训 

家长培训 

2. 阳阳的故事（脑瘫网络-青县新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阳阳总是有一副充满阳光的笑颜，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心里的机灵却时时刻刻的在对外展现

着。上课有小朋友摇晃着不好好坐时，他就拉住小朋友的椅子，让小朋友坐好；下课时，他

也会帮助老师擦黑板，是老师身边能干的小帮手。近期，他的专注力也有了提升，可以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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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老师的指令做好事情。看着他一步一步的成长，一点一点的进步，大家心里都很高兴，愿

我们心中永远有一簇阳光，照亮自己，温暖别人。 

 

阳阳 

3. 康复之路（脑瘫网络-陕西七彩路儿童康复中心） 

张言奚 3 岁时到我机构进行康复训练，眼神注意力差、认知理解差、情绪控制较差，逻辑思

维差、问题行为较多。但家人却从未想过放弃孩子。现在孩子快 4 岁了，经过 1 年多坚持不

懈的训练，张言奚的康复效果较好。目前家长想让孩子进入融合幼儿园，期待他能够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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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进普通幼儿园。 

张言奚 

 

4. 婉蓉的上学路（西北网络-定西市安定区爱之家特殊儿童康复训练中心） 

婉蓉是一个秀气的小姑娘，今年 5 岁了。因为癫痫的影响，这孩子各方面能力都很薄弱。之

前没有在机构做过康复训练，今年初，妈妈硬着头皮把鬼哭狼嚎的婉蓉送到了机构，可是开

始时，她没有一天是能够按时到的，因为她自己在家里之前是不穿衣服和鞋的，现在要出门

做训练，因为穿衣问题会耽误很长时间，妈妈感到很无奈，有时甚至会因此不来机构，也有

有时妈妈会拿被子把孩子裹到机构，并在老师的帮助下穿衣服。经历了 3 个月的时间，婉蓉

终于慢慢的适应了上学的路，也变的乖巧了许多。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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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蓉-1 

5. 足球快乐活动营活动之小钊宇和志愿者（融合中国-惠州市星星家园互助中心） 

参加足球快乐活动营那天，天气比往常热了稍许，在早晨的阳光下，孩子们对于户外的活动

还充满了热情，一个个兴奋地进入了足球场。小钊宇也不例外，非常开心地一路小跑着进入

了熟悉的足球场。他的热情一直维持到足球课的上半场，随着天气渐渐变热，孩子的耐力消

耗，开始有些抵触课程内容，一直在他身边的爸爸也觉得有些疲惫，小钊宇开始在课上耍起

了赖皮，直接坐着或躺着，不想动。这时候志愿者走到小钊宇的面前，跟孩子聊天，甚至干

脆和孩子做起了互动活动，让足球课老师发出的指令变得更有趣味地去执行，孩子从先前的

状态一下子活跃起来，多次主动要求继续重复先前的动作。有了游戏的味道，孩子的参与热

情更高了，而且感觉到非常开心，更重要的是，良好的互动方式让小钊宇和志愿者之间建立

了非常好的情感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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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快乐活动营活动 

6. 融合桥星居体验项目（融合中国-大连市爱纳孤独症障碍者综合服务中心） 

5 月 20 日起，大连爱纳融合桥星居体验项目开始开展 3 期每期 3 天的集体家庭体验活动，心

青年在助理辅助支持下，在集体家庭的日常安排中，锻炼社会生活能力。 

集体之家，是给心青年提供一个集体居住的环境，帮助心青年走出家门脱离父母的照顾，像

同龄人一样，体验同龄人一样的集体生活。未来我们希望心青年也能在集体之家自主选择自

己的生活，早上出门上班或者到爱纳进行一天的活动及课程，晚上再回到集体之家，与伙伴

们一起开启晚间时光，能够在融合接纳的社区环境下更好的生活和学习。 

心青年选购食材 

上图是心青年在助理的引导下，进行了午饭的选择，并一同去附近的菜市场选购食材，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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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在大家的合作中进行午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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