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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伴我行：从物资捐赠到助残枢纽

初心：一个家庭的宏愿

据中国残基会秘书长张雁
华介绍，“阳光伴我行”项目的设
立源于明门集团董事长郑钦明
一家的特殊经历。

郑钦明的二女儿雅文在不
到 1 岁的时候就听不到声音，经
历了去各个国家检查之后，找到
了植入人工耳蜗的方法，并通过
采用国外的语言训练方法“听觉
口语法”恢复了语言能力。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使
用听觉口语法，减少听障儿童的
语言障碍，为了达成与夫人乔安
娜一起立下的“让二十年后的台
湾没有不会说话的听障儿童”的
宏愿，1996 年 10 月，雅文儿童听
语文教基金会在台北成立了。

自 2008 年开始，中国听力语
言康复研究中心与台湾雅文儿
童听语文教基金会合作，开启了
中文“听觉口语法”在大陆地区
的传播和推广之路。

郑钦明及明门集团由此接
触到中国残基会和更多类别的
残疾孩子。 在这一过程中，郑钦
明了解到了国内脑瘫儿童的生
活现状，而其在东莞建设的代工
厂恰恰有一款适合脑瘫儿童康
复辅助治疗的轮椅。

“如果能替外国制造出这么
好的用品，我们国内的小孩却没
有用到，肯定是说不过去的。 ”于

是郑钦明就向中国残基会提出
为脑瘫儿童捐赠该款轮椅。 于
是，从 2009 年开始，中国残基会

“阳光伴我行”正式设立实施。

实施：一个体系的奋斗

为了让捐赠的轮椅真正适
合脑瘫儿童使用，明门集团根据
他们的使用情况和实际需求将
轮椅进行了改良。 经中国康复研
究中心评估，该轮椅轻便、可伸
缩，属护理型、家庭型用车。

“和一般的轮椅不一样，这
款轮椅有头靠、 肩带、 腰靠、背
带、脚踏板等，我家孩子坐的时
候脖子、后背都可以挺直，不会
窝胸。 ”来自河北的张爸爸表示，
他的儿子琦琦 12 岁了， 目前正
在北京市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
心进行康复。

目前我国脑瘫患者达 600 万
人，其中儿童占近 1/3，每年还新增
4~5 万，如何才能让这些孩子用上
这种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呢？

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项目
借助中国残基会和各省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的联动优势，形成了
一个覆盖全国、针对性强、全流
程透明规范的物资捐赠体系。

各级执行单位通过摸底调
查研究确定受助对象，并将需求
名单报省级项目办。“我们会通
过电话、工作群通知、发文等多
种方式让各市县区残联进行需

求调研。 ”江西省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副理事长郭红表示。

中国残基会根据各项目点
往年的项目执行情况和需求保
送的材料质量汇总审核各地和
机构报送的需求，将确定的需求
数量报给明门集团。

明门集团根据中国残基会
提供的需求数量， 提供货物捐
赠。 物流公司直接将捐赠轮椅按
照既定的分配方案运送各地枢
纽机构，省市级项目办联络当地
的物流公司将轮椅运送到各个
基层残联或服务机构。

根据项目管理的要求，各执
行单位需要在每年的指定日期
之前将儿童轮椅全部发放给受
助残疾儿童或家庭。

中国残基会和各级项目办
每年根据项目受益残疾人名单
随机抽查进行电话回访和入户
走访，了解轮椅使用和捐赠流程
的满意情况。

为了保证这一流程的严格
实施， 中国残基会研究制作了

“项目年度工作包”，指导和规范
各项目实施伙伴的项目操作流
程，该“工具包”包括：

《受助单位执行计划单》、
《中国残基会“阳光伴我行”集善
明门儿童轮椅项目受助儿童信
息汇总表》、《资助协议书》、《接
收资助物资签收单》、《“阳光伴
我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项目年
度项目中期检查报告》、《“阳光
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项目
年度项目总结报告》和《受助人
对“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
轮椅项目评价调查表》等。

通过这些工具，对轮椅捐赠
从计划、执行、检查和反馈几个
环节对项目进行规范化管理。

“项目已经从基础的散财式
慈善进入流程化公共服务层面。
在这个体系之中，最大的变化在
于将分配制改为需求上报制，这
样的改变使得轮椅捐赠不再是
自上而下的任务分配，而有了更
为灵活的回应空间，激活了地方
的自主性。 ”北京七悦社会公益
服务中心主任卢玮静评价道。

拓展：一个方向的坚持

规范化的流程让轮椅的长
期捐赠成为现实。 2015 年，年轮
椅捐赠量首次破万， 达到 10140
辆；2016 年， 轮椅捐赠达到 9504
辆， 此后捐赠量基本稳定下来，
实现了每年近 10000 辆轮椅在全
国范围内的规模化递送。

据中国残基会秘书长张雁华
介绍，十年间，项目已经陆续将残
疾儿童轮椅资助给全国 22 个省、
5 个自治区及 4 个直辖市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和残疾人康复服务机
构， 实现全国范围全部覆盖，近
90000名贫困残疾儿童受益。

在此基础上， 围绕助力残疾
儿童这一方向，明门集团和中国
残基会共同设立了“明门慈善基
金”， 截至目前， 慈善基金已达
3544.8 万元，资助了助听类、助盲
类、行业促进类和公益事业发展
类四类项目。

助听类项目主要包括听觉
口语法培训项目、海峡两岸听障
小朋友文化交流活动、听力检测
室项目、听觉口语教室标准化建
设项目等。

助盲类项目包括《盲童文
学》《简明特殊教育百科全书》出
版项目、“儿童启明行动” 项目、
视障儿童随班就读教育项目、四
平市盲童学校和残疾人康复中
心建设项目等。

行业促进类项目包括“儿童教
育康复中心楼”建设项目、“中国听
力论坛”项目、全国助残日主题活
动、援建明门集善幼儿园项目、“帮
你站起来”项目、残疾人文化艺术
作品出版项目、《中国听力语言康
复科学杂志》出版项目、2010上海
世博会“生命阳光馆”项目等。

公益事业发展项目包括 99
公益日企业配捐、脑瘫儿童滋养
计划等。

“这些资助不仅有效的改变
了贫困残障儿童生活状况， 而且
对于动员社会、传播公益理念、凝
聚善的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中国残基会理事长王乃坤表示。

创新：更多力量的加入

随着项目的不断实施，越来
越多的机构加入到项目中，项目
开始联动更多的助残社会组织，
形成政府体系-社会组织-企业
捐赠的相互激活与协同联动。

通过调研， 项目组发现，脑
瘫儿童的康复费非常昂贵，很多
不在国家的报销范围内，不少家
庭因为无法承担巨额费用而放
弃了康复。 针对这一问题，项目
组设计实施了脑瘫儿童滋养计
划，按照每个月 1500 元的标准资
助困难脑瘫儿童进行康复。

中国残基会以轮椅捐赠项
目为支点，将轮椅的公允价值作
为配捐，借助支付宝的行走捐平
台，撬动社会公众的捐款。 2017
年 5 月，结合全国助残日，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晨光脑瘫
儿童康复机构合作上线行走捐，
倡导脑瘫儿童和健全孩子共融
走出家门， 开展线下走 10 公里
的公益挑战赛，开启了步数捐赠
和小额捐赠的大门。

2017 年-2019 年，线上达到
1500 万人次的捐赠， 捐赠收入
1600 万元。 随着项目越来越成
熟，现已开通月捐。

“2018年晨光的 25个孩子得
到了资助，2019 年得到资助的孩
子达到 30个， 对于非北京的享受
不到当地补贴政策的贫困孩子，可
以说解决了大问题。 ”张焕霞强调。

除此之外，自 2018年起，在基
金会的推动下，明门集团每年拿出
50 万元非定向支持作为 99 公益
日的配捐。截至 2019年，项目共计
支持了 21家公益机构，23个公益
项目。

“通过‘阳光伴我行‘项目的
带动，推进了对助残公益事业的
宣传与倡导， 联结了更多的公
众。 ”张雁华表示。

从和脑瘫服务机构合作到不
限障别的助残社会组织，合作以轮
椅捐赠为基础，中国残基会撬动了
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 一个助残
公益的枢纽（平台）正在形成。

� � “之前看到来中心的孩子坐的这种轮椅，我就觉得非常人性化，十分喜
欢，赶紧就问从哪儿买的，可就是买不着。 ”北京市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主
任张焕霞表示。

让张焕霞感慨的这种轮椅是一种适用于 3-15 岁、体重在 80 公斤以下的
脑瘫、脑外伤、脊髓损伤、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其他伴肢体功能障碍儿童使用
的轮椅。

这种轮椅来自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残基会）“阳光伴我
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项目———由明门集团专门为脑瘫儿童设计生产，并通
过中国残基会捐赠给全国的脑瘫儿童。

作为专门为了公益项目而设计改良的轮椅，明门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并
没有在市场上销售，张焕霞自然买不到。

不过张焕霞并没有等待太久，2015 年、2019 年，中心分两次共获捐 31 台
明门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供中心的孩子们使用。

从 2009 年项目发起至今， 已经有近 90000 名像中心的孩子一样的贫困
残疾儿童受益。 捐赠的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达到 70176 辆，便携式残疾幼儿
轮椅 15786 辆，汽车安全座椅 4024 台，物资总价值达到 4.42753 亿元。

在此基础上， 明门集团还设立了中国残基会明门慈善基金， 捐赠现金
3544.8 万元，开展了多个残疾方面的公益项目，一个物资捐赠类项目正在逐
步发展为培育助残公益的枢纽。

明门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让脑瘫孩子走出了家门，收获了更多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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