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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阳光伴我行”

集善明门儿童轮椅项目总结报告

一、项目背景和目标

2009 年起，明门集团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共同开展

“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项目，将明门集团捐赠的

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通过全国工作网络资助给以脑瘫儿童

为代表的残疾儿童和康复机构，适用于 3-15 岁、体重在 45

公斤以下的脑瘫、脑外伤、脊髓损伤、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和

其他伴肢体功能障碍儿童使用。帮助脑瘫儿童走出家门，融

入社会，享受阳光。

二、年度实施情况

（一）概况

2019 年 4 月，明门集团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

了 32 个集装箱共计 9504 辆型号为 LT14 的便携式残疾儿童

轮椅及配件。价值 10,799,201.6 元人民币，用于帮助脑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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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的生活和康复提供方便，提高他们的生

活品质。

（二）前期准备

为保证儿童轮椅发放到需求最紧迫的地区和人群，我会

首先通过函件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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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福利基金会调研实际需求，各省、各单位反应强烈，积

极调研，也采取申报方式，了解地市的需求，根据实际需求

申报数量，我会依据各省各单位申报的数量，结合调研情况

制定了《年度项目工作方案》；经 2019 年 4 月 15 日第 7 次

理事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后，会议同意资助包含河北省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等 27 个地方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及残疾人服务

机构。立项后，我会与各执行单位签订《资助协议书》，项

目执行单位需按照项目工作方案严格执行项目；2019年5月，

我会经过三方询价及比对，并与明门集团商议，请示会领导

同意后委托天津中贻骏达物流有限公司将轮椅及配件运送

至各地受助机构。

（三）儿童轮椅发放

9504 辆儿童轮椅资助明细表

序

号
资助单位

资助

数量

序

号
资助单位

资助

数量

1 河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400 15 广东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 15

2 山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400 16 广东省残疾人康复中心 180

3 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310 17 东莞市慈善会 100

4 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91 18 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 30

5 辽宁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50 19 重庆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00

6 吉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16 20 贵州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700

7 黑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500 21 陕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000

8 江苏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00 22 甘肃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900

9 江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901 23 厦门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50

10 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000 24 北京市朝阳区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 21

11 河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000 25 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200

12 湖北省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400 26 遂宁市残疾人用品用具服务站 50

13 湖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50 27 宜宾市残疾人联合会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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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我会将捐赠轮椅通过全国23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等共 27 家单位，送到残疾儿童家庭和康复机构。各

单位及时接收儿童轮椅，该批儿童轮椅直接资助给脑瘫儿童

8560 辆，资助康复机构 944 辆，超过 9000 名贫困残疾儿童

受益。2019 年 12 月，我会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要求各省、

各单位抓紧发放残疾儿童轮椅，落实项目各个环节，积极做

好项目回访工作。

各省、各单位高度重视项目，深入基层对本地区脑瘫

儿童和康复机构摸底筛查，召开专题会议按照实际情况研究

制定项目工作方案，让脑瘫儿童真正受益。严格按照项目要

求精心部署，认真做好项目组织实施和管理工作，成立专门

领导小组、设立项目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本着公开透明、

贫困重度优先、急人所需的原则对所辖区内的残疾儿童进行

救助。

本年度我会根据历年资助情况开始为有需求的地区更

换易损的配件，家长已经领取到了配件并进行了更换；我会

加强完善受益人隐私保护，并对受助人隐私保护方面做进一

步的要求和培训，在文件包中增加了受助人肖像权使用同意

书，要求各省、各单位要明确告知受助人照片的用途。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轮椅发放及相关工作受到一定的影

响，部分受助单位提交项目总结报告有所延迟。

14 广西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90
合

计
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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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效果

项目开展以来全国各地残疾人工作者和受助残疾儿童

家庭一致反映儿童轮椅设计精良、质量上乘、使用方便，适

合残疾儿童使用。儿童轮椅实际解决了残疾儿童肢体固定、

支撑和安全问题，头靠、脚套、腰靠、肩带等附件的配备对

残疾儿童的康复起到了辅助作用，零部件可根据使用需要拆

装，背兜和底兜可放物品，方便残疾儿童和家长出行携带物

品。将儿童轮椅免费发放给残疾儿童，让无力承担购买轮椅

的贫困残疾儿童家庭受益，项目受到了大家的高度评价与热

烈欢迎。

2019 年我会委托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对项目开

展了第三方评估，《评估报告》写到，使用轮椅给受助家庭

带来了改变，对比接受轮椅前的状态，50.27%的受助人表示

抱着孩子出行，20.29%的受助人表示坐婴儿车出行等。绝大

部分家庭由于便携式轮椅变得更为便利且带来持续改变：

88.89%的受助人表示更加方便出行了，51.21%的受助人表示

康复的次数或可能性增加；39.13%的受助人表示对孩子康复

的信心更强了，31.4%的受助人表示在家里照顾更加方便了，

28.02%的受助人表示参加活动的次数增加了，4.35%的受助

人表示轮椅为儿童上学提供了机会。91.55%的受助人对整个

领取过程感受比较好。



5

三、项目典型案例

案例一

2009 年出生的小梁，家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2012 年

在南宁医科大被确诊为脑瘫，家境贫寒，家里还有一个姐姐

和一个弟弟，所以只坚持了两个月左右的康复治疗。脑瘫导

致了运动障碍、智力发育和语言障碍，小梁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也不能清晰与他人交流。为了维持家庭的日常开支，父

亲外出打工，母亲在家务农，照顾三姐弟，母亲有空就帮他

按摩康复，出去干农活时只能由姐姐或者邻居帮忙照看，农

忙的时候没人帮忙，母亲只能背着他一起下地干活。他的体

重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而增加，母亲已经渐渐地经背不动他

了。 2019 年小梁接受了阳光伴我行项目的资助，申请到了

一辆明门脑瘫儿童轮椅。自从有了轮椅后，他可以每天坐着

轮椅出去跟其他小朋友玩耍，晒太阳和参与其他的活动，腰

靠、肩带等附件的配备让他可以稳稳地坐在儿童轮椅上，家

人再也不用担心他会摔下来，母亲也能推着他一起下地干活，

有“车”代步，也减轻了他们的劳累。

受助前生活照片 受助后生活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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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今年 6 岁的彤彤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由于出生时

缺氧造成脑瘫，导致她无法站立与行走。爸爸妈妈很乐观，

依然对彤彤喜爱有加，细心呵护，妈妈一直坚持带她进行康

复治疗，希望有一天可以出现奇迹，彤彤像其他的小朋友一

样蹦蹦跳跳，去上学读书。随着时间的流逝，彤彤一天天的

长大了，妈妈渐渐地抱不动她了 ，妈妈说：“每天背着孩

子很是辛苦，距离远了，孩子走不了，我也吃不消”。 “阳

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资助项目了彤彤一台残疾儿童

轮椅，解决了出行的困难。彤彤的妈妈非常开心，“有了儿

童轮椅带着孩子出去就方便多了”

案例三

2017 年春天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雁江区残疾人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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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来了一个三岁的小女孩——晨晨。因为她身体没有支撑

力，她蜷缩着在奶奶怀抱里。

在奶奶断断续续的描述中得知，晨晨在经过专科查体和

专项检查后确诊脑瘫后不久后她的亲生妈妈就离开了这个

家，从此了无音讯。爸爸为了能够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只能外

出打工，留下年迈的爷爷奶奶在家务农贴补家用，因为晨晨

的病情严重，奶奶只能留在家里专门陪护晨晨，家庭的经济

情况早已不能支持治疗，奶奶向雁江区残联申请了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项目来到了区残疾人康复中心。通过审批后，奶奶

带着晨晨开始了漫长的康复之旅。

坚持每天做同一件事情是很难的，但是在脑瘫患儿治疗

康复的时候，坚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庆

幸的是这样不间断的康复训练很快就看到了效果，那个坐不

稳的小家伙随着时间的推移，肢体功能慢慢得到了改善，

2018 年的时候已经可以达到跪位平衡，2019 年已经可以独

站，在帮助下能慢慢行走了。2019 年晨晨接受了阳光伴我行

项目的资助，得到了一台残疾儿童轮椅，自此以后奶奶再也

不用抱着晨晨奔波在康复的道路上，有了这个轮椅她可以很

轻松地带着晨晨出去转转，呼吸新鲜空气，享受阳光，让出

行变得简单方便。

生命之花在露水的灌溉下、阳光的照耀下终将绽放出绚

丽的花朵，脑瘫儿童也是需要亲人的不放弃，明门集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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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心企业的捐赠，康复机构的康复训练，才能让更多的脑

瘫儿童能够实现生活自理，让他们能够最大程度的康复，感

受世界的美好。

案例四

小非，2016 年出生在贵州省遵义市，出生时有窒息史，

生长发育落后于同龄儿童，诊断为脑性瘫痪伴认知、言语、

智力障碍。他的具体症状为：环境适应性差，应人应物能差，

伴认知及语言障碍。双手打开，有主动抓物意识，抓物动作

不灵活，手指伸展困难。能完成仰卧-俯卧体位转换，动作

不协调。俯卧位抬头 90°，双手可移位，动作缓慢，能胸腹

支撑，肘支撑差，不能完成四点支撑，无爬行动作。坐位拱

背-直腰坐，侧方平衡差。扶站不能支撑，双下肢承重差，

有跨步意识，动作不协调，跨步时下肢有交叉。四肢肌张力

不稳定，肌力差，跟腱紧张。

他从出生起长期自费到省内、外相关医院机构检查治疗，

家庭济经压力非常大。母亲因需要带他进行长期康复治疗，

没有办法工作，只能依靠父亲外出工作支撑家庭开支和小非

的康复治疗费用。他现已享受市残联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

在定点康复机构康复治疗。

小非接受了“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项目的资

助，残疾儿童轮椅为他的康复训练及出行提供了方便，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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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能更好的配合机构为他进行康复治疗，全家看到了新

的希望。小非的家人对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爱心企业明

门集团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会积极配合康复机构的训练，

不抛弃不放弃，争取让孩子早日康复，回归社会。

案例五

受助儿童 2013 年出生。生活贫困，妈妈长期在家照顾

老人孩子，爸爸外出打工。患儿自幼智力、言语、运动发育

迟滞，3 月不会抬头，6 月不会翻身，9 月不会爬，12 月不

会行走，并伴有异常的姿势。7 月大时曾在南宁医科大进行

过两个月的康复训练，但由于家里无法负担康复费用，中途

被迫停止康复训练，一直留在家中由家人照顾，直至 2018

年接受残联救助后来到儿童康复中心就诊，她的主要表现：

爬行姿势异常，可短距离独立行走，但不稳定，双下肢力量

不够，容易摔倒，两脚呈外"八"状，手指运动不灵活，常出

现弯曲现象，握笔写画及翻书等较笨拙。智力水平明显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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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龄儿童，认人认物少，不能分辨白天晚上，不认识颜色、

形状，会说少量单词，如"爸爸、妈妈、不要"等，不超过 3

个字，发音不清晰，可不理解日常简单指令，不能与人交往，

有咬人现象，日常生活如大小便、洗漱、进食、穿衣皆需要

家属辅助。

训练期间给予认知训练及言语训练增强其认知能力，

促进其言语发育，作业疗法促进手的功能发育及精细运动发

育，结合物理治疗（神经肌肉电刺激、中频脉冲电刺激、脑

电治疗、TDP 红外线照射）、头皮针疗法、穴位刺激等综合康

复治疗。并针对性制定 ABA 训练目标，期间亦重视家庭教育，

康复中心在每周四对家长进行培训，强调家长共同参与康复

治疗的重要性。经训练，现在这名受助儿童已经能进行简单

的问答，能准确回答吃饭、喜不喜欢、要不要等问题，能进

行简单的数数，独立行走较之前有进步，但仍会摔跤，能自

己独立进食，小便能自理，但大便仍需部分的介助。

在接受“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项目资助后，

受助儿童的环境适应性得到了明显改善，能安坐在儿童轮椅

上进行独立的进食，如吃面包、吃水果等。家长出行也较之

前方便，之前妈妈常背孩子的情况较多，随着孩子的长大对

大人的腰椎造成极大的损害，如今推儿童轮椅出行，不仅减

轻的妈妈的负担，而且对孩子的头部控制，坐姿矫正起到非

常大的改善作用，能抑制孩子的异常姿势，对康复训练效果



11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案例六

我会资助北京北京市朝阳区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 21 台

残疾儿童轮椅，全部供中心康复的脑瘫儿童使用。明门轮椅

轻便、可折叠、方便携带的特点，是孩子们、家长们最喜欢

的轮椅。

儿童轮椅靠背受力面积大，舒适度较高。上肢、下肢有

较大的活动空间，特别适用于脑瘫儿童的康复和护理。在中

心接受康复训练的脑瘫儿童，从起床，到餐厅用餐，到康复

室训练，一天的康复与生活离不开轮椅。

无论日常外出还是外出活动，儿童轮椅都为孩子们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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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很大方便。尤其乘坐公共交通，平时家长带着坐轮椅

的孩子上下公交车非常困难，至少需要两人，有时需要三人

才能把坐在轮椅上的孩子抬上公交车。现在使用儿童轮椅上

下公交车变得很自如，一个家长就可以将坐在明门轮椅上的

孩子带上公交车。轮椅还可以折叠起来，不占空间，便于携

带。

四、 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年度我会将要求各省、各单位加强受助人筛查管理

和发放效果评估，各单位在需求申报的基础上调整为受助人

实名申报；继续加大项目的培训和管理工作，确保项目工作

人员和受助儿童家长正确组装、使用和保养儿童轮椅；鼓励

各受助单位建立和扩大志愿者和义工队伍；明确项目要求，

统一项目流程，让各省、各单位都能有所依循，做好项目规

划，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取长补短，不断提升项目管理和服

务的质量与水平，让项目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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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也将不定期通过电话、微信、邮件对各省、各单位

进行监管督导，了解项目实施情况，掌握项目进展信息。

“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项目的实施，让全国

残疾儿童受益，持续不断的资助传递了捐赠方明门集团对贫

困残疾儿童的爱心。明门集团是我会多年的合作伙伴，双方

共同为贫困残疾儿童谋福祉，提升残疾儿童的生活质量。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20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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