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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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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明门集团再次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签订 9504 辆型号为 LT14 的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及配件的捐

赠协议，用于开展 2021 年度“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

轮椅项目。价值 1053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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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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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函件向各省、各单位调研实际需求，项目在按需进

行申报的方式基础上进行调整为受助人实名申报，各省、各

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项目需求，进行实名申报，并提交申

请表及受助人名单。

各省、各单位根据我会项目的要求对受助人及脑瘫儿童

康复机构进行筛查，受助人及受助机构提交项目申请表，各

省、各单位汇总后提交我会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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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31 日第 1 次理事长办公

会议研究决定后，会议同意资助包含天津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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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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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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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 1 月,9504 辆儿童轮椅经海运到达天津新港，我会委

托天津中贻骏达物流有限公司负责轮椅到港后的港口服务

和从天津港陆运至各受资助单位的运输服务。因疫情防控和

公路车辆通行管控等原因，部分省市受捐轮椅配送延迟。至

2021 年 4 月所有受助单位已确认签收儿童轮椅。

（三）儿童轮椅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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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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70 15 广西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1

2 河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350 16 四川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88

3 山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74 17 广东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 540

4 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03 18 重庆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1

5 辽宁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00 19 贵州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62

6 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89 20 陕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000

7 吉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72 21 甘肃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30

8 黑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00 22 厦门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48

9 江苏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00 23 大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33

10 江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477 24 北京朝阳区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 30

11 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566 2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75

12 河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631 26 安徽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08

13 湖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48 27 青海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08

14 湖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400 合计：9504

2021 年我会将捐赠轮椅通过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等共 27 家单位，送到残疾儿童家庭和

康复机构，超过 9000 名贫困残疾儿童受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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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项目实施质量， 2021 年 5 月至 7 月，我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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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的 26 家受助单位进行了电话回访。针对回访

情况，我会制定了项目执行机构评估表，从项目管理、项目

实施、项目宣传及 2021 年度项目执行情况四个方面对各执

行机构进行评分。项目管理主要是指各省区市受助单位是否

建立了项目管理制度及按项目要求对受助人筛选管理；项目

实施主要针对项目运作规范、受助人和受助机构的数量比例

和项目总结材料提交情况进行评定；项目宣传是指各省区市

受助单位是否对项目进行了宣传及效果；以及在 2021 年度

项目执行中各省区市受助单位是否按项目要求及时提交项

目中期检查报告。通过对各执行单位实施指标量化管理，有

效督促执行方切实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做好项目

执行中存在问题的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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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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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我会将加大对整体公益项目发展较好、基金会人员和社

会服务机构能力水平较高的地区的资助与扶持力度。力争让

项目自下而上有机生长，首先，计划引入更多社会服务机构

协调合作，社会服务机构作为一线的服务机构，能够直接和

受助人进行密切接触并开展专业服务，了解受助人的家庭状

况和身体的康复状况，在实现将儿童轮椅资助给受助人的基

本目标的基础上叠加新的服务效应，我会将甄选当地有较好

执行力的社会服务机构实施项目；其次，鼓励各省市加强在

受助人反馈收集工作的同时加强与一线工作者和受助人家

长的交流，把各地探索程度更深、项目效果更突出、更有故

事性的情形进行梳理和总结，将线下的交流汇总进行提炼传

递，使得更多的地区能够增加对项目的胜任能力。

四、项目典型案例

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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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乐的爸爸妈妈希望他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他比预产期

早半个月出生，在老家的工地干活爸爸得知乐乐出生的消息

后匆忙赶往县医院。由于生产时缺氧，乐乐经过医生的抢救

才得以保住小命。在半岁的时候，他总是哭，爸爸妈妈带他

去到县医院就诊，接受了县医院医生的建议后，辗转来到市

医院，医生诊断因为脑瘫，乐乐这辈子都不能走路。不甘心

的爸爸带着他来到北京，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医院，医生的结

论都是无论花多少钱，孩子这辈子都不会走路了。但是乐乐

爸爸从没有放弃希望，从乐乐 6 个月开始带着他康复，在乐

乐 7岁的时候，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

刚到晨光时乐乐连坐都不会，通过一年又一年的康复训练，

乐乐一直在进步。

乐乐的爸爸妈妈为了以后有人代替自己照顾乐乐，在乐

乐 12 岁的时候给他生了个小妹妹。3 岁的妹妹现在正是活泼

好动的年龄，每天都吵着要父母带她出去玩。为了带着乐乐

和妹妹一同出去，爸爸买过好几个轮椅，但是感觉用着不方

便，不是轮椅太大，就是乐乐坐上去重心不稳有一定风险，

要不就是不结实经常坏。乐乐接受了“阳光伴我行”集善明

门儿童轮椅项目的资助，得到了一台残疾儿童轮椅，为一家

人出行提供了大大的便利。自此以后乐乐爸爸经常带着他外

出，近到家附近的小公园，远至顺义鲜花港、天安门广场、

雁西湖，都留下了他们全家的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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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他轮椅明门集团捐赠的残疾儿童轮椅更加轻便，

在土地、沙地里也推起来也很轻松，爸爸妈妈每次回老家推

着乐乐在乡间土路上走的时候也可以得心应手，同时轮椅后

背的设计可以矫正姿势，在康复后可以达到良好的摆位效

果。

明门集团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 99 公益日公益项

目进行配捐，北京市朝阳区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通过与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合作开展公益项目，参与 99 公益日，

得到了明门的配捐，为包括乐乐在内的 30 多名脑瘫儿童实

施个别化的康复方案，无论处于会爬行、会跪立、会站立、

会行走的哪个发育阶段，保证每名脑瘫儿童运动功能有所提

升，帮助更多的脑瘫儿童恢复行走能力。

经过项目提供的康复训练，乐乐的父母感觉他不仅肢体

功能有提升，沟通能力也有了提升。

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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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媛，今年 9 岁，被诊断为痉挛型脑瘫。目前刚发展到

头颈控制阶段，而且头控能力还明显力量不足。

贵州省爱之泉社会公益服务中心的老师都喜欢叫她媛

媛，她是一个让人怜爱的孩子。她的肌张力很高，当肌张力

对抗起来，上下颚的打开程度几乎超过 130°，她没办法控

制自己让上下颚闭合，每当这个时候，康复老师都要及时的

拍打媛媛的双颊，然后扶住她的头部和下颚，帮助她把双颚

闭合，如果不及时，她随时面临着上下颚脱臼的风险；高肌

张力还导致髋关节左下肢脱位，这一脱，就是四五年，媛媛

到现在依然是明显的长短腿，左腿比右脚长了 6-7cm，穿的

矫正鞋都是特殊处理过的。有人会问，不是可以做复位手术

吗，为什么不给孩子做？请相信，没有父母愿意看着孩子忍

受痛苦而无动于衷。当老师检查出媛媛的脱位情况后，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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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她父母说明了情况，他们也及时的咨询了不同的医院，得

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算做了复位手术，孩子的高张力随

时让她再次面临脱位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建议让孩

子承受手术的痛苦，还要再次脱位！父母也很无奈，就只能

让她这样。也因为下肢脱位，很多康复手法和动作都不能运

用在媛媛的身上。

每到冬天，中心的老师会称呼媛媛为“冰雪睡美人”：

因为她四肢无法活动，血液循环很差，虽然每天爸爸妈妈都

尽可能地多给媛媛穿很多很厚的衣服，但每次来到康复中

心，她的四肢都是冰凉冰凉的，还是一副昏昏欲睡的状态。

所以在每次训练之前，康复老师都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

她的手脚暖和起来，把她从“昏昏欲睡”的状态“唤醒”，

才能开始正式的训练。

媛媛家虽然是贵阳市本地人，但家境并不好，媛媛和妈

妈是农业户口，可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耕种，妈妈为

了照顾媛媛，已经很多年没有工作了，加上要照顾刚出生一

岁多的妹妹；爸爸勤劳顾家，为照顾一家，放弃了以往朝九

晚五的办公室工作，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方便每天接送媛

媛和妈妈往返康复机构和家里，和妈妈一起照顾媛媛。一家

四口的开支重担，全都靠爸爸一人承担。

媛媛前几年出门都是坐在一辆很小的婴儿车。2020 年 7

月自从妹妹出生后，这辆小车给了更需要的妹妹。自此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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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都是爸爸抱着媛媛来康复，或者参加中心组织的融合活

动。她很喜欢和大家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他们每次都不会缺

席，看着爸爸抱着媛媛那么辛苦，中心都会安排一个老师或

志愿者全程一起陪伴照顾媛媛，让爸爸能休息一下。2021 年，

媛媛得到了“阳光伴我行”集善明门儿童轮椅项目的资助，

从此她有了属于自己的轮椅，爸爸和妈妈一起，一人推着媛

媛的轮椅，一人推着妹妹的婴儿车，全家一起参加中心的融

合倡导活动。

明门集团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 99 公益日公益项

目进行企业配捐，贵州省爱之泉社会公益服务中心通过与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合作参与 99 公益日，得到了明门集团

的配捐，为 15 名特殊儿童募集康复训练费，媛媛就是其中

之一。有了项目的支持，不仅减轻了她家的家庭经济负担，

媛媛也能接受更多的康复训练，也在项目的支持下参加了更

多丰富的社会融合活动。媛媛现在的头控比以前进步了很

多，可以俯趴滚筒双手臂支撑 6 分钟左右并且头部能保持在

中位线上；可以靠墙坐自己抓握物品，可以摆位四点支撑坚

持 6 分钟左右，俯趴在三角垫上时可以抬头并用手抓面前的

玩具，能抓住 5 秒左右；以往媛媛十分抗拒穿矫正鞋站站立

架，站上去立马就嚎啕大哭，看见媛媛哭得样子，妈妈就会

因为十分不忍而放弃；在项目支持下，媛媛和妈妈几乎不缺

席训练的时间，在康复老师的鼓励，陪伴和支持下，妈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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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陪同训练时学到了很多的方法和技巧，学会在家支持媛媛

站立。现在上站立架，媛媛会有主动的动作想要双手抓住前

面的扶手（但仍然需要老师的协助下才能完成抓握扶手的动

作），情绪好时能站 40 分钟也不吵不闹。

媛媛的身体在慢慢的康复中，这是一段比其他孩子更为

艰辛的路。但她一定会很坚强的走下去，因为除了爱护她的

家人，还有这么多老师，以及像明门集团这样的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在默默地关心和支持着她。

案例（三）

雅萍 2012 年 1 月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在她 6

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发现她明显跟同龄小孩不一样，不会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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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翻身，父母怀着忐忑的心情带她到南宁市检查，经过医

生诊断，萍萍患有严重的脑性瘫痪，医生表示目前没有很好

的治疗方案，只能进行康复治疗，预防继发障碍的发生与发

展。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初为人父母喜悦的萍萍父母一听到

医生的诊断，顿时觉得当头一棒，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在之

后的两年里，萍萍父母带着她在南宁医科大进行积极的康复

训练，但高昂的训练费用一下掏空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一

笔不小的债务。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经过长时间的康复治

疗，萍萍的病情却没有明显好转，生活依然不能自理，吃、

喝、拉、撒都要靠父母照顾。为了生计，父母无奈放弃了继

续康复，带着她回了家，让爷爷奶奶照顾。父母为了偿还债

务去广东打工，每年只有春节才能回家。

这些年来，萍萍也得到了来自政府、社会和好心人的关

爱，县残联先后给她配发了两台小儿轮椅，由于使用率高，

使用一段时间就坏了。并且随着她渐渐长大，体重越来越重，

小儿轮椅已不适合她使用，而成人轮椅又太大了，爷爷奶奶

年纪大也抱不动她了，出行对于萍萍一家又成了一个难题。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21 年“阳光伴我行”集善明

门儿童轮椅项目在广西实施， 经过审核，萍萍如愿得到了

项目资助。轮椅发放仪式现场，萍萍的姑姑、爷爷带着她来

领取轮椅。工作人员为她调试好轮椅，耐心教会爷爷使用轮

椅的正确方法和注意事项。看到坐在轮椅上笑的开心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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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眼角微微湿润：“这些年来，孩子一直得到了政府和爱

心人士很多的帮助，现在又免费领到明门捐赠的残疾儿童轮

椅，真是雪中送炭啊，这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我和她奶奶

年纪越来越大，孩子一天天长大，没有轮椅帮助日常生活真

无法照料了，这台儿童轮椅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方便，减轻

了我们的家庭负担，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