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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助残新生态
让公益支持触手可及

■ 本报记者 王勇

第一时间介入

“轩轩被确诊的第一时间我
们就知道了。 ”面对记者关于轩
轩为什么能在开始进行康复的
时候就得到项目支持的问题，集
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宝鸡地区
负责人王瑞红表示。

之所以能第一时间知道，是因
为项目与当地残联、宝鸡市妇幼保
健院等单位建立了联动机制。

“从项目实施以来，我们通过
残联系统提供的数据， 对宝鸡市
的残障人士进行了摸底， 并且会
实时更新。 同时宝鸡市妇幼保健
院等机构是我们的定点机构，他
们确诊了脑瘫等情况后会第一时
间和我们沟通。 ”王瑞红表示。

轩轩的案例就是宝鸡市妇
幼保健院确诊后转介给项目工
作人员进行跟进的。 在对轩轩及
其家庭的情况进行了解后，项目
开始介入并持续帮扶：

2015年帮助轩轩家进行了危
房改造；2016年至 2018年持续为
轩轩提供康复训练资助，并为其家
庭安装了供暖设施和净水设施
……目前已经累计资助 3.5万元。

“经过语言康复、精细认知
训练， 轩轩说话越来越清晰了，
现在走在街上见到人就打招呼，
见面熟，特别开朗。 ”轩轩妈妈高
兴地说。

现在已经上幼儿园的轩轩
有了自己的玩伴，“每天去幼儿
园特别积极。 ”轩轩妈妈表示。

尽管如此，项目对轩轩的关
注并没有停止。“我们每年都会
对帮助过的孩子及其家庭进行
回访， 一方面评估项目效果，一
方面了解他们的需求与意愿。 ”
项目工作人员白晓表示。

需要各方力量参与

像轩轩这样，集善残疾儿童
助养项目对残障人士的帮扶看
似简单，但实际上并不容易。

首先，项目离不开资金的持
续支持。 对残障人士在医疗、康
复、教育、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帮
扶，与普通人不同，绝大多数情
况下不仅单次所需数额较大，而
且帮扶需求往往是终身存在的。

作为项目发起方，中国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在多个互联网公
开募捐信息平台发起了公开募
捐。 2019 年，成为全国首家开通
电子捐赠票据的公益项目。

目前项目的单月月捐人数超
过 25万人。2013年至 2019年，项
目共收到近 2000 万笔社会捐赠，
累计募集善款 8225.12万元。

其次，对残障人士的帮助从
来都不是单个方面的。 以脑瘫康
复为例，“我们回访中发现，小雪

的康复情况每到冬天就会倒
退。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宣
传活动部副主任常达表示。

小雪是项目资助的一名脑
瘫孩子，2014 年， 项目资助小雪
进行了手术治疗及后续的康复
训练，适配了假肢矫形器，对小
雪家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调研发现，康复效果倒退的
原因主要在于小雪家的取暖条
件差，冬天温度低，引起了肌张
力的变化。 基于这一情况，项目
2015 年在资助小雪做康复训练
的同时，为其家庭安装了供暖设
施。“现在冬天小雪离不开暖
气。 ”小雪妈妈表示。

对残障人士的帮助必须是
全方位的， 否则牵一发而动全
身，效果会大打折扣。

因此，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
目设计了家庭环境设施改造、家
庭就业生计扶持、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特教学校教育提升、康复
中心设施改造等多个方面的帮
扶内容，以为残障人士提供个性
化的帮扶。

再次，需要有专业的机构去
实施。 不论是治疗、康复，还是教
育、就业，没有专业的机构，是无
法真正帮助到残障人士的。

“在我们成立以前，宝鸡
没有相应的机构，儿科大夫发现
脑瘫也没有地方治; 大多数家庭
也承担不起去外地的高额费
用。 ”宝鸡市儿童康复中心负责
人胡春维表示。

中心成立后这些问题得到
了缓解，但依然面临康复设备匮
乏、不够先进等问题，“现有的设
备使用频率特别高，就容易坏。 ”
胡春维表示。

这种情况在贫困地区十分
普遍，只有实现助残机构属地化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项目为此加
大了对康复机构的支持。

以宝鸡市儿童康复中心为
例， 项目从 2015 年开始与中心
合作，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
目和设施捐赠项目。 在资助残疾
儿童进行康复的同时，项目先后
为医院捐助了主题教育系统、电
动减重步态训练系统、感统及多
感官训练设备等设备，同时开展
的还有相应的康复人员培训，以
提升中心的康复能力。

打造助残服务生态系统

无论是募集资金、多方位帮
扶，还是打造专业机构、提升专
业人员能力，助残帮扶的各个链
条都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如何才
能将这些真正落实下去?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不断探索、调
整，以一套助残服务生态系统回
应了这一问题。

项目推动了地方枢纽机构
的建立，以解决属地化执行的问
题。 以宝鸡为例，基金会支持原
宝鸡项目办成立了宝鸡星之家
助残服务中心。 星之家按照集善

残疾儿童助养项目的逻辑框架，
在当地实时了解残障人士的需
求，对接医院、康复中心、社会服
务机构，实施助残项目。

项目在陕西当地支持了宝
鸡市启聪特殊需要儿童早期干
预中心、宝鸡青青草康复教育中
心、 陈仓区慧心康复培智中心、
宝鸡乐培身心障碍者发展中心、
宝鸡智塔儿童启能成长中心、西
安市莲湖区金色阳光康复中心
等 6 家助残类社会服务机构。

2018 年至 2019 年， 星之家
已经执行助养项目 1081.81 万
元，受益 7100 余人次。

不仅如此，作为枢纽型机构，
星之家还加强了与项目之外的其
他助残类机构的联系，“我们希望
推动整个宝鸡助残服务系统的建
立， 只有助残类机构整体得到发
展了，地方小生态才能形成。 ”作
为星之家的负责人，王瑞红表示，
星之家考虑的将不仅仅是项目的
实施，还将有自己的规划。

项目孵化了专业康复机构，以
改变当地康复力量不足的问题。同
样是在宝鸡，基于宝鸡市儿童康复
中心擅长脑瘫治疗、康复，而当地
自闭症专业康复机构匮乏的现状，
基金会支持星之家发起成立了宝
鸡智塔儿童启能成长中心。

中心设有感觉统合训练室、
多感官室、 奥尔夫音乐治疗室、
蒙氏认知训练室、生活技能体验
室、水育室等，配备康复治疗师、
作业治疗师、语训康复师等专业

老师 11 名， 可为自闭症等智力
障碍儿童提供康复教育服务。

自 2019 年 6 月招收残疾儿
童开展教育康复，截至目前中心
已有 35 名残疾儿童实施在训服
务。“我家诚诚刚来的时一句话
也不说， 跟人也没有眼神交流，
现在会叫爸爸妈妈了，我们高兴
呀。 ”诚诚妈妈表示，“这里不像
医院，没有恐惧感。 ”

“对智塔的定位不仅是一
家社会服务机构， 还希望它未
来可以成为示范机构， 为宝鸡
当地的其他机构做技术支撑。 ”
常达表示。

项目提升了社会服务机构的
能力，以吸引更多力量的加入。以
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配置学校为
例，该学校 2016 年开始和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合作， 得到了项
目多方面的支持。 在基金会的支
持下，学校先后设立了“为星儿铺
设融合之路”与“星儿与家长共成
长”等项目，进行了互联网筹款。

项目不仅提供了资金、筹款
等方面的支持，“还为学校在项
目管理、档案管理等方面的规范
化管理提出了明确的方向，进一
步提升了机构项目管理的专业
性。 ” 学校校长助理张明表示，

“在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下，机构实现了跨越性大发展。 ”

在这种合作中，社会服务机
构链接了越来越多的资源，进一
步推动了助残事业的发展。“我
们从 2016 年到 2019 年和基金会
合作开展了 5 个项目的筹款，共
计筹款近 150 万元。 ”重庆市向
日葵智力残疾人康复托养中心
办公室主任林媛表示。

目前，受到项目支持的机构已
经从湖北、陕西、甘肃逐步扩展到新
疆、重庆、内蒙古等 12个省份。

12月 10日，集善残疾儿童助
养项目在西安召开了第十二次工
作会议， 对项目下一年度的工作
计划进行探讨。“未来我们也将继
续对愿意并有能力承接项目的社
会服务机构予以资助， 除了给予
项目资金支持外， 还会在各方面
对机构进行赋能， 让有志于扶贫
助残的社会服务机构能在统一、
规范的管理下来运作， 形成助残
公益新生态。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秘书长张雁华表示。

通过培育和扶持地方助残
类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一个扎
根基层、服务残疾人家庭、专业
高效的社会化的项目执行网络
被建立起来。 一个公募基金会与
助残类社会服务机构的新生态
正在被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逐步构建起来。

而这一系列的努力，最终让
更多的残障人士受益 ：2013 至
2019 年，“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
目” 共为三地的 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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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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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 户贫困残疾
人家庭进行养殖、种植等产业就
业帮扶，共为 53 所特教学校、康
复机构进行设施设备改造、教师
培训等合作。 项目覆盖了 16.35
万人次的残疾儿童及残疾人子
女家庭受益。

� � “阿姨，我带你去楼上看我的玩具。 ”
“阿姨，我想去看火箭。 ”
……
面对来家里探访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工作人员，5岁的轩轩跑前跑后，说个不停———几乎看不出他是一个脑瘫孩子。
实际上，轩轩在 1 岁左右就被发现步态异常无语言，被确诊为脑发育不良。 但现在，他已经在村里的普通幼儿园上学了。
轩轩的家在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的一个普通的村子里，这里并不是医疗、康复、资金等各类资源富集的地区。 而轩轩家里仅靠轩轩爸爸

一个人的打工收入支撑，并不富裕。
为什么能够实现这样的康复效果呢？ 这得益于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用六年时间打造出的助残社会服务新生态。 正是这一生态系统的

存在，才让像轩轩一样的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残疾孩子可以得到及时的早期干预和长久持续的帮助。

12 月 10 日，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在西安召开了第十二次工作会议，对优秀合作机构进行了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