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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善残疾儿童助养：

慈善组织精准助残扶贫的路径探索
■ 本报记者 王勇

屋漏偏逢连阴雨———对于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的源源一
家，这几乎成了生活的常态。

一家 8 口人， 源源和大姐、
二姐都遗传了父亲的先天性听
力障碍，三姐、四姐、五姐分别在
上大学和高中。

这些年里， 先是源源的二
叔、奶奶患重病直至离世，再是
源源的人工耳蜗手术和康复治
疗， 四个孩子的读书，2016 年家
里的老房子又因为年久失修而
塌了，紧接着三姐为家里拉麦子
的时候从车上摔落导致腰椎压
缩性骨折……

通渭是国家级贫困县，对于
本就贫困的家庭来说，这些可谓
是不断地雪上加霜，而唯一能够
支撑这个家的是已经 46 岁却为
了这个大家庭一直单身的三叔
杨忠义。

“负担从来没有轻过，最难
的时候我想过自杀。 ”杨忠义也
曾想过各种办法去发展经济，但
总被这些事情一一打断。

这样的家庭在我国广袤的
大地上其实并不在少数。

目前，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
为 8500 万人， 其中 0~14 岁的残
疾儿童逾 800 万。 他们中的很多
人依然处于贫困之中。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
动的指导意见》指出，未来 3 年，
我国还有 3000 万左右农村贫困
人口需要脱贫，其中因病、因残
致贫比例居高不下。

这些贫困人口像源源一家
一样多处在偏远不发达地区，疾
病、残疾让他们不仅不具备常人
的发展能力，因为治疗、康复的
需要负担反而更重。 抗风险能力
极差，风险却极多。

国家财政能够提供的社会
保障可以发挥兜底作用，但要让
这些家庭从贫困的境遇中摆脱
出来，无疑还需要包括慈善组织
在内的社会力量的介入。

问题是，一次性的帮扶是杯
水车薪，远在天边的慈善组织如
何能够持续、全面地帮助这些长
期在苦水中挣扎的家庭呢？

2012 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发起了集善残疾儿童助养
项目， 为 0~14 岁贫困残疾儿童
和残疾人家庭子女提供持续的、
全方位的帮助。 6 年过去了，他们
的探索或许可以为更多的慈善
组织提供借鉴。

需求在哪，帮扶就跟到哪

2015 年，集善残疾儿童助养
项目为源源送去了 300 元助学
金，并给源源家发放了 1 只种公
羊、5 只小尾寒羊母羊用于发展
养殖。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
于慈善组织来说已经是一种常
态，但能够真正做到并不容易。

“我们尝试过很多种方法，鸭
子、鱼虾、兔子养殖都尝试过，最
终定西这边选择了牛羊养殖。 这
边有养殖牛羊的习惯， 我们在采
购的时候也会选择适合当地的品
种。 ”项目执行者、定西市星之家
助残服务中心主任王瑞红表示。

虽然有听力障碍，但放牧对
源源的父亲来说还是可以实施
的。 经过三年的养殖，目前源源
家的羊群已经发展到 30 多只，
每年可以出栏 20 多只， 给家里
带来 1 万多元的收入。

经济收入的提高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残疾家庭的状况，但相
对于治疗、 康复的需求来说，仍
然是不足的。

目前，针对 0~6 岁的残疾儿
童，国家出台了《关于建立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残
疾儿童康复将逐步实现制度化
保障。 国家会对 0~6 岁残疾儿童
的康复进行补贴，不过补贴的康
复项目是有时间和内容范围的。

源源当年就是依靠国家项目
通过残联系统配备的人工耳蜗进
行康复训练的。 但由于地方康复
机构能力不足， 配备人工耳蜗在
西安，康复训练在兰州。相应的吃
住行等费用是一笔很重的负担，
不仅对源源这样的家庭是这样，
即使是双职工家庭也是如此。

定西市的峰峰是脑瘫患儿，
他的父母都是小学老师。 最开始
在省里的康复中心做过一段康
复。“费用太高， 一天差不多要

200 元，加上租房子之类的，花费
太高，坚持不住，只做了 40 多天
就回来了。 ”峰峰的父亲张老师
回忆道。

为了让残疾儿童能够长期
在本地进行康复训练， 一方面，
项目根据残疾儿童实际救助需
要，为其提供辅具适配、康复训
练补贴等帮扶，并且帮扶的范围
是 0~14 岁的儿童。“填补了国家
对 0 ~6 岁儿童补贴之后的空
白。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项
目负责人常达表示。

截至 2018 年 10 月， 项目已
经为峰峰提供康复训练连续补
贴 2.76 万元。从不会说不会走康
复到现在，峰峰已经能够跟着妈
妈在普通小学一年级就读了。

另一方面，与项目地康复机
构合作，为机构提供专业的康复
训练设施，为康复师提供交流学
习机会，让残疾儿童享受更专业
的康复训练。

以定西市为例 ，2013 年至
2018年， 项目为定西博爱康复医
院（原定西市残疾人康复训练中
心）捐赠康复设备 16 件、教具 12
件，同时支持中心康复员外出参加
培训等。 2017年项目还为中心改
造多感官训练室，价值 33万元。

“有了资金补贴，我们这康
复的条件也越来越好，定西更多
的残疾儿童可以获得康复训练
了。 ”中心主任张柏林表示。

考虑到孩子们不仅在康复
机构进行康复，更多的时候是在
家里。 项目还实施了包括危房改
造、家居无障碍改造、进水条件
改善、卫生条件改善等在内的家
庭环境设施改造工程。

源源家里就获得了 4 万元
危房改造资金，加上 2 万元国家
的危房改造资金，家里又借了一
部分钱，终于盖起了新房，目前
已经入住。

这种改造不仅是物质的改
善，更有精神的支持。“考虑到寒
冷对康复的不利影响，我们为残
疾儿童家里装了取暖设备。 在其
中一户我们惊喜地发现，不仅孩
子的康复效果提升了，由于其他
孩子家里没有暖气，放学后他们
更愿意到这户残疾儿童家里一
起做作业、做游戏，残疾儿童与
普通孩子之间的关系也更融洽
了。 ”常达回忆道。

对于残疾儿童来说， 能康
复，有学上还不够，最终还要能
融入社会，这就需要他们能够掌
握一定的职业技能。 特教学校教
育提升计划也被列入项目之中。

在定西， 项目为定西市特
殊教育学校捐赠了烘培技能培
训设备。“以前我们没有这些设
备， 需要带学生到市里有设备
的大学学习， 对于残疾儿童来
说非常不方便。 现在有了设备，
我们邀请志愿者就可以直接在
学校给聋哑孩子、 智力障碍的
孩子上烘焙课了。 ”学校副校长
丁丽君表示。

有了相应的职业技能，就业

就有了可能。“我跟学校老师们
说， 如果不是孩子们要去读高
中，我都邀请他们到我的烘焙店
上班了。 ”志愿在学校教烘焙课
的杨丽荣表示。

从家庭环境设施改造、家庭
就业生计改善到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特教学校教育提升、康复
中心设施改造，集善残疾儿童助
养项目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方位
的帮扶体系。

据常达介绍， 截至 2018 年，
项目共为 1974 名贫困残疾儿童
提供康复训练补贴、 为 485 名贫
困残疾儿童提供辅具适配、为
1275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危
房、 家居无障碍、 净水等硬件改
造，为 1515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
行养殖、种植等产业就业帮扶、共
为 36所特教学校、康复机构进行
设施设备改造、教师培训等合作。
项目实施以来， 累积受益残疾儿
童及残疾人家庭 10.45万人次。

从远在天边到近在眼前

根据残疾贫困家庭需求全
面、持续地进行帮扶是难能可贵
的，但更可贵的是如何做到———
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一样，
大多数有实力的慈善组织都在
北京等非贫困地区，而像源源这
样的残疾家庭远在千里之外。

要持续了解残疾人家庭的
状况， 不断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全面开展扶贫项目，也让残疾人
家庭可以及时找到慈善组织，需
要近在眼前。

“我们在项目实施之初，做
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根据当地残
联提供的数据，在定西我们筛选
走访了 1000 多户， 宝鸡 1000 多
户，荆州 2000 多户。 项目帮助的
每一户我们都需要进行入户评
估。 ”王瑞红表示。

据常达介绍，按照项目设计
要求，执行人员每年要对每户资
助对象走访 4 次，以监测项目成
果，了解最新需求，再根据成果
进行后期评估。

以父母均是残疾人、 靠 70
多岁的奶奶支撑的定西市陇西
县的珠珠一家来说，正是通过不
断地走访，了解到了需求，项目

2016 年为其发放 1 只种公羊，5
只小尾寒羊母羊；2017 年资助其
3 万元修建新房；2018 年又资助
5000 元修建牛羊圈。

除此之外，在项目执行中还
要随时和地方残联、教育、民政
等部门，特教学校、康复中心等
机构沟通对接。

在项目实施之初，基金会联
合陕西省、湖北省、甘肃省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 在陕西宝鸡、湖
北荆州、甘肃定西三地设立项目
点， 使项目执行人员驻点办公，
可以及时与残疾人家庭沟通。
2018 年初， 在基金会的孵化下，
原项目办的工作人员注册成立
了定西、宝鸡两个星之家助残服
务中心。

“我们现在正在朝着平台化
发展。 一方面我们在孵化社会服
务机构，一方面也对现有的社会
服务机构进行支持。 ”常达表示。

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对项目
流程进行梳理以后，两个中心的
工作很快进入正轨，可以继续执
行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

“以前只要考虑项目操作是
否规范， 现在要考虑更多东西，
要让星之家持续发展， 感觉责
任、压力更大了。 ”王瑞红表示。

为了支持中心的发展，经过
科学测算与协商，基金会在项目
执行费用中列出了不超过 4.5%
用于中心的人员费用。 目前，随
着项目的成熟，项目规模也越来
越大，每年项目落实的资金也越
来越多。

除了孵化的社会服务机构，
项目也开始引入其他的社会服务
机构。据常达介绍，目前项目已经
和十多家社会服务机构达成了合
作。 基金会还制定了项目成长计
划，以支持合作机构的发展。

“我们打造出了有能力、有爱
心的执行团队， 为项目未来在全
国铺开成功探路。 ”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秘书长张雁华表示。

一个残疾儿童服务网络正
在形成，项目实施得以越来越本
地化。 正是因为这些，项目也获
得了社会的认可。 截至 2017 年
底， 项目已经募集善款 6177.74
万元， 其中公众募款超过一半，
达到 3125.40 万元。特教学校的孩子们在项目捐赠的烘焙教室学习烘焙（王勇/摄）

项目为残疾人家庭提供的种羊改善了他们的生计（王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