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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海洋天堂计划月报 

 

一、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2022 年 1 月-6 月，项目累计收入 17,742,459.65 元，累计支出 4,434,320.52 元。 

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 6 月，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携手 235 家机构开展了 3,279 次儿童救助和

家长支持活动（其中，127 个家长组织共开展活动 1,021 次活动），直接受益心智障碍者 14,668

人次，直接受益家长 7,252 人次，参与志愿者 3,007 人次。 

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 6 月，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计划有 13 个家庭资源中心及 13 个家长联络

站开展了赋能活动、入户探访、融合活动共计 130 场，直接受益心智障碍者 699 人次，直接受

益家长 3,032 人次，参与志愿者 452 人次。 

2022 年 6 月，爱星加油站项目共 11 个站点，开展了赋能活动及入户探访活动共 54 场，直接受

益心智障碍者 203 人次、心智障碍者家长 401 人次、参与志愿者 103 人次。 

（二）典型项目活动进展 

儿童救助及社会融合支持 

脑瘫网络 

1. 资助心智障碍者康复训练（贵州省爱之泉社会公益服务中心） 

2022 年 6 月，为项目内资助的 6 名心智障碍者提供了共计 96 课时的康复训练

课，包括一对一个训、认知训练、语言训练、生活自理、感统、音律、手工等课程。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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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认知个训课 

华南网络 

1. 衡阳市石鼓区启航儿童康复中心 

2022 年 6 月，对项目内资助的 40 名儿童，每天每人开展 1 节语言课、1 节感觉

统合训练及其他集体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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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训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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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动协调性训练                       手指精细训练 

西北网络 

1. 特殊需要儿童康复训练课（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2022 年 6 月，为项目资助内的 13 名心智障碍儿童提供了 2860 节康复训练课，

其中每人 10 节课程包括了 2 节个训课、3 节小组课、4 节集体课和 1 节分享课。设置

相对应的专业课程进行培训，同时辅之课业辅导，可以帮助儿童提高自身技能，学习

和建立对自身能力的信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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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练习精细动作-1 

 

 
小朋友练习精细动作-2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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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网络 

1. 长沙市雨花区爱萌特殊儿童康复中心（认知语言课） 

2022 年 6 月，儿童们继续进行日常认知语言课的康复训练，经过系统的学习，培养他们学习、

思考、应付环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对语言的学习培养他们互相交换讯息、交流情意或者进

行思维活动的能力。儿童们在壹基金·爱萌星久久项目的帮助下，不断地学习和成长，虽然只是

微小的进步，但家长们能在进步中看到康复的希望。 

 

 

小朋友在上数学训练课 

2. 合肥春芽残疾人互助协会（厨艺训练） 

2021 年 6 月，星心生活项目开展厨艺训练 5 次（每次学员不少于 5 人），共计为 26 名心智障碍

学员提供了一次厨艺训练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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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熟悉餐后

收拾流程。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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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龄孩子一起做饭 

 

教孩子食材处理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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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沙市雨花区爱萌特殊儿童康复中心（家庭入户指导） 

入户指导工作已经进行很久了，每个孩子都在慢慢改变，如：杰杰和晗昱现在能够连续跳绳了，

计算题也做的越来越棒；添添和梓铭在老师的计划下也较好的控制了体重；安琪和佳怡能较好的

控制自己的情绪；惊喜和宇桐则在生活自理上面进步显著等…孩子们的进步源于老师们长时间的

坚持和家长们的配合。我们继续加油！ 

 

入户指导记录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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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网络 

1、 重庆市南岸区小太阳心智障碍儿童康复托养中心 

新开了武术课和跆拳道课，老师们非常有耐心的教授每一个孩子，会把每一个目标示范了又示范，

不能完成的小朋友还给予肢体的辅助，同时还设计了有趣的游戏，准备了强化物，孩子们从第一

节课的不怎么参与到第三节课能够愿意跟随老师动起来，虽然没有力度，动作也不到位，但是也

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 

  
小朋友们在上课 

2、重庆渝中区阳光职业康复园 

重庆渝中区阳光职业康复园 6 月共计为特殊儿童进行了 8 次的康复训练，在重庆 5 月已

退去春意，进人炎热的夏天，大家都知道重庆是火炉城市，进入夏天后非常的炎热，大家都想待 

在空调房里吹空调，不想要外出。在这样的天气下我们的孩子及家长们，依然坚持的走在康复 

训练的路上，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或是这样的酷暑天气，他们从不缺席，我们为他们坚持不懈的

努力加入，点赞吧，希望他们越来越好。我们的项目即将结束了，一路走来看到孩子及家长的进

步，我们由衷的感谢那些帮助我们的人们，谢谢大家的支持，更要谢谢我们的心智障碍者孩子们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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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的坚持及努力。 

 
孩子们在接受训练 

3、重庆市渝北区童乐儿童亲子成长中心 

本月学习了番茄炒鸡蛋，部分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可以独立完成采购食材炒菜一系列的步

骤。 

 
孩子们在进行生活化训练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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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家长网络 

1、 深圳市守望心智障碍者协会：【WeCan 青年营】盼望了 1 年，夏令营即将开展，这一次我们

将一起来到广州旅行，为了旅行的顺利，我们开展了两期准备会，并在准备上进行自主决策

和旅行的筹备。 青年们都很期待这一次旅程，在写下最想去的广州景点时，都大声提到要

去小蛮腰，最终我们经过集体的决议，确定了【越秀公园】和【小蛮腰】两个打卡点。 这

一趟旅程也有许多小考，累了怎么办？如何在广州坐地铁，广州的地铁可以用残疾证吗？如

何安排合适的路线？青年朋友们一起讨论，一起决策，度过了难忘的两天~ 

 

 

 

 

 

 

 

                                 

心青年在旅行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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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阳市皆福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本月对 40 个特殊儿童家庭的孩子进行了 24 天的照顾看

护，教育训练。有了喘息服务项目的支持，孩子有地方可去，家长们终于时间干些自己想干

的事啦浩浩家。开了一个租赁站，生意不太好，也没有再雇员工，爸爸一个人经常忙得精疲

力尽，浩浩妈把浩浩送到喘息服务地后以后，到爸爸的租赁站帮着爸爸打理工作爸爸抽出时

间去和客户洽谈，做收货、送货的工作，晚上把浩浩接回家，一家人乐融融的吃饭聊天出门

散步，气氛非常的和谐。一家人露出了很久没有过的笑容。 

3、 常州星缘家长互助中心：6 月 1 号是儿童节，而我中心的心智障碍者虽然年龄从 20 到 44 岁

了，但是他们依然有着一颗不会变老的童心，是永远的儿童。我们为他们举办了儿童节活

动，一起演出画画，人社局党总支来看望他们，为他们带来了书籍，台灯等学习文具。 

 

心智障碍青年在欢庆儿童节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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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合中国网络 

1. 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 

“我从他们的身上看见了可能性。”——这是志愿者陈梓煜在广州扬爱第三期社区融合老友活动总

结分享会上的发言。 

在过去的 10 场“社区融合老友计划”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无数友爱的同龄志愿者奔赴而来，陪

伴心智障碍者青年勇敢走进社区、触碰这个世界。在和心青年相处的过程中，志愿者们发现自己

对心青年的刻板印象在逐渐改变，对于这个群体的理解更加饱满和丰富。陈梓煜说：“真的非常非

常开心！因为我是学习特殊教育的，我时常担心不能教育好他们，或者说我的教育没有成效，但

是我从他们身上看见了可能性，我更加坚定了我的道路，真的非常开心。”心青年在志愿者朋友们

的陪伴下，向着社区、社会融合一步步迈近，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融合的窗。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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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与心青年过去的点点滴滴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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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州市越秀区融爱之家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快乐融合·玩心相伴”童心相绘艺术共创活动（布艺拼贴）：通过第一次艺术创作手工活动，心

智障碍孩子与志愿者共同完成毛毡手工制作，收获满满，制作的成品也已在罗浮宫家居艺术中心

展出。本次活动，融爱之家继续邀请到广州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任老师与融爱之家特邀

讲师覃俊华老师，以“布艺拼贴”为主题组织开展本次活动。共 10 组心智障碍家庭参与，在艺术

导师指导，志愿者陪伴的方式下，让心智障碍孩子通过完成新颖、平时少接触的手工制作内容，

与志愿者共同完成手工制作，学习使用手工制作工具，锻炼孩子想象能力，让他们与志愿者取得

更多接触，从而锻炼他们“社交能力”与“精细活能力”，同时进一步提升志愿者对心智障碍群

体的认识。 

 

家庭们在愉快地参与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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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家庭支持 

1. 佛山市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家长在与心智障碍孩子相处过程中，如果不懂相关知识和技巧，往往很难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从

而感到低效又挫败。为此，佛山智协特意邀请广州星之望特教俱乐部的心理老师，为家长们开设

“如何跟特殊孩子相处与沟通”主题讲座，讲授与特殊孩子的相处之道，还为家长们传授缓解紧

张、焦虑的方式和有效的减压方法。心理老师还根据孩子的填色画作，分析他们自身的性格与优

缺点，有针对性地提供应对方式。讲解结束后，家长们纷纷提出各自的问题，心理老师皆作出分

析和引导。 

 

家长们在进行学习 

2. 青县新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为 20 名心智障碍儿童家长提供家长培训 2 场，改善家长康复观念，增强家长

康复知识。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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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在进行学习 

公众倡导 

1. 交警九大队志愿者陪伴活动（西北网络-郑州市二七区残联精诚能力训练中心） 

6 月 1 日，交警九大队的志愿者来到精诚，通过播放视频和现场互动问答为小朋友讲解交通

安全出行知识，并陪伴孩子们一起绘画。有个小朋友叫雨蝶，是个腼腆的女孩，上小学三年级了，

一直不敢与除了自己长期相伴的人接触使得她的妈妈很苦恼，但在这次的过程中，她并没有抗拒

陌生人的陪伴，一直在交警叔叔的陪伴下安静的涂色，放学后妈妈得知这个消息十分的开心，也

表示应该多让她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她可以更加快乐的成长！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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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蝶在交警叔叔的陪伴下绘画 

2. 充满感恩（脑瘫网络-疏勒县彩虹康复教育中心） 

今年班里来了两个孩子，他们是姐弟小外力和海妮萨。参加了这次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后，她

说这次孩子们去儿童公园玩的很开心，回家的时候他们滔滔不绝地还对爸爸说他们上了旅游车去

了很快乐的儿童公园，吃到了他们从小时候到现在还没吃过的大汉堡，在那里看到了外国的宠物

表演、看到了美人鱼，非常高兴，也在玩的地方乘坐了小火车旅游，太妙了。爸爸听到他们的话，

说他从来没有带他们去过玩的地方，真是太不好意思了，现在看到孩子们的身上还有了进步，他

很感恩中心，非常支持妈妈继续带孩子去参加康复。 

妈妈说，女儿海妮萨上学的时候她每天都伤心流泪，因为女儿想参加活动，但其他同学说她

不会走路，所以在参加外面活动时得在班里坐着，那时候女儿心里很难过，她也很伤心。来到这

里以后，这次参加感统游戏课的时候女儿海妮萨能跳舞，女儿很高兴，因为女儿的爱好就是跳舞、

唱歌，今天她终于能在别人面前跳舞了，看到孩子的喜乐她也很高兴，她真的是发自内心感谢机

构。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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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六一儿童节的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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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 

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 

华南网络能力建设项目 6 月进展： 

1.主要在进行“心智障碍者职业素养现状及培育方向”调研的问卷收集和收尾工

作。有邀请康复机构一起参与调研，比如汕头市慧翔智能康复中心，目前已收集问卷

244 份，了解了用人单位及员工对心智障碍者就业的认识及能力要求。 

2.筹备 7 月 2-3 日的“心智障碍服务需求与评估”培训，希望给予从业人员更加

具体的服务需求与评估的指导。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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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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 

特殊孩子在康复、教育、就业、个人发展和社会融合都面临着很多挑战，而家长作为家庭成

员，作为特殊孩子终生的照料者和支持者，承担着较大的身心压力和经济负担。 

自 2000 年起，广州资源中心每年都会切合当下家长的实际需求，开展“家长与专业人士交

流会”。今年，藉成立 25 周年之际，在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计划的支持下，广州资源中心于 6 月

25 至 26 日在广州三寓宾馆成功举办了第 23 届家长与专业人士交流会暨心融合转衔支持计划家

长支持论坛，继续邀请来自包括教育界、医学界、康复界、社会工作者等的专业人士为家长授课，

以及开展家长经验分享会等多方面的讲座，帮助家长提升对相关福利政策的了解，促进家长善于

利用政策资源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同时提高家长对于特殊孩子在不同阶段（康复教育、融合教育、

职业就业、步入老迈等）的转衔支持和养育照顾的能力，以及促进家长关注到特殊孩子及其自身

身体与生活健康，改善其生活质量与身体功能。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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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现场，参与会聚精会神地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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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肥市庐阳区春雨心智障碍者家长支援中心 

由于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发生一些不可预料的紧急事件，尤其是情绪不稳定的心智障碍者们，

为了能够帮助心智障碍者家庭能够很好地应对一些生活意外事件，合肥资源中心负责人胡晓花女

士特意联系了安徽医科大学急救科的老师，并且联系了芙蓉社区石鼓路党群服务中心 310 教室的

场地资源来开展这次活动。 

活动过程主要针对心肺复苏术、包扎技术、气道异物梗阻急救、癫痫、关节扭伤、烫伤、溺

水等其他紧急情况处理知识对家长们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 

这次活动过后家长们都表示受益匪浅，学习到了非常实用的紧急处理技巧，这对于家长资源

中心来说也是一个很好地经验，除了针对心智障碍者领域的知识，一些其他生活方面能应用的内

容也是家长们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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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在练习急救技能 

2. 惠州市星望心智障碍者家长互助会 

2022 年 6 月，惠州资源中心举办了 1 次大龄支持性就业沙龙。项目团队确定本月开展的议题小组

主题，家长招募，准备活动资源。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小组主题引导家长开展讨论，与家长一

起了解心青年就业的现状、期望和目标等，如何为心青年就业提供相应的支持，家长需要做什么

以及怎么做，最后，鼓励家长与心青年共同成长。 

心青年家长对本次活动给予较大肯定，让他们在未来对心青年就业有了更多了解和支持，但

个别家长对于心青年的未来就业比较缺乏信心，项目团队应在议题小组学习中与家长一起认识和

了解自己的孩子，发现心青年的优点，看见心青年的成长，在下次议题小组中，项目团队会更加

做好这方面服务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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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在畅谈就业话题 

爱星加油站计划 

1. 安阳市星冉家长互助中心 

亲子乐趣运动会 

2022 年 6 月，爱星加油站安阳站点举行了亲子乐趣运动会活动。本次活动是组织心智障孩

子们和家长一起参加在市体育馆举办的趣味运动会，考虑到天气炎热，本次活动以室内项目为

主，有气球游戏、呼啦圈游戏、充气金箍棒游戏、魔法通道游戏以及体能比赛游戏等五个项目。

孩子们的表现非常棒，整体配合度和服从指令都做的非常好，现场气氛非常热闹，加油声和呐喊

声一浪高过一浪。孩子们玩的开心，家长们看的开心。 

1. 活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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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通过运动，收获了快乐 

2. 洛阳市金雨点启智中心 

融合教育与家校合作 

1. 活动介绍：了解融合教育，如何让孩子去普校上学，本次活动邀请了一线融合教育资源老师

为家长们解答了融合教育的相关问题，本次活动按照常规活动方案依然提供茶歇及学员看护

服务，且茶歇由成人部的职前班提供，使家长可以心无旁骛的专心听培训。 

本次活动参与家长人数 18 人，学员 11 人，投入 10 名志愿者来做现场支持工作，如学员看

护，现场布置，签到，场地指引，茶歇准备等。 

2. 活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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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在学习融合教育的知识 

二、项目精彩故事及图片、视频 

1. 涵宝的故事（西北网络-太原市灵星社区服务中心） 

涵宝特别可爱，也许大家在我们的抖音上经常看到这个小朋友，涵宝刚刚来到灵星的时候无

语言、情绪特别大、行为问题严重，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妈妈着急的哭、老师们也特别发愁，但

是老师们都很爱涵宝、妈妈也特别配合，把他塑造成灵星抖音主角，在拍摄涵宝一步一步进步的

过程中大家都竭尽全力帮助涵宝成长，功夫不负有心人，涵宝先是有了简单的语言，情绪也慢慢

的安抚下来，不会时时刻刻都折腾，早晨妈妈送到机构也能自己找到教室和老师，直到现在，涵

宝已经可以进行简单的交流，让我们陪着孩子慢慢成长，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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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教涵宝认识鲨鱼的身体部位 

 

2. 端午节一起 DIY（西北网络-南阳市社区志愿者协会） 

端午节来临之际，为了让孩子们感受充满童真童趣的成长喜悦，也为了延续民族祛病防疫的

传统节日，6 月 2 日下午举行了包粽子、缝香囊活动，也为孩子们准备了驱蚊香囊，艾草粽子等

原料及半成品。家长，老师志愿者们一起辅助孩子进行手工制作。大家一起手挽手、心贴心抓住

当下的教育契机，带给孩子们最美妙的童年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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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陪孩子包粽子 

 

其乐融融的活动现场 

3. 长沙市雨花区爱萌特殊儿童康复中心（教师能力建设） 

2022 年 6 月的教师能力建设活动如期开展，本次活动主要以轻松和舒适的方式开展，对教师的服

装不做要求。通过互动游戏让老师们得到身心方松，让心灵可以放个假，以更好地状态投入工作

中。互动游戏有：1 数字炸弹 2、错误的乘法表 3、你比划我来猜 4、集体调整跳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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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能力建设 

 

教师互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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