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公益项目立项公示

1 / 8

项目名称：孤独症项目 2021 执行周期（月）：12 个月

实施地点：吉林、海南

直接受益对象及人数：孤独症患者 项目金额（万元）：500 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中国一汽集团
公开募捐备案号：

无

是否是新设立项目： □ 是 否： 该项目已执行 4年

项目领域

 助听  助学 □ 助行 □ 助困 □ 启明 □ 其他：集善扶贫健康行孤独症项目

项目概述

1. 项目简介（包括标点不超过 30 个字符）

资助孤独症患者开展康复训练及职业技能培训

2. 项目背景

2018-2021 年，中国一汽集团有限公司向我会捐赠人民币 1500 万元，用于共同开展中

国一汽“星·享计划”项目（以下简称星享计划），该项目的目标是建立覆盖孤独症患者

声明称全程的社会支持体系，该体系计划从小龄康复为起点，逐步覆盖大龄职业技能培

训、孤独症患者家庭护理理论培训、孤独症患者血液 DNA 谱系研究等领域，还开展了一些

国际上新颖的孤独症康复训练方法的探索性项目，例如孤独症海豚康复治疗项目、马术康

复项目，在开展上述项目的同时，星享计划还承担起了扶贫康复的任务，我会自 2016 年

起，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健委和中国残联的指导下，启动了集善扶贫健康行系列行

动，该行动搭建了社会力量参与残疾人扶贫开发的平台，开展白内障复明、听力语训康

复、孤独症、骨关节疾病康复等医疗救助项目。星享计划项目通过开展“红旗—贫困孤独

症患者康复训练营”项目，为西部 12省 14 个连片贫困区的贫困孤独症患者提供了专项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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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训练。星·享项目共分为如下几个子项目

项目详情

1）项目方案，执行计划及时间节点

2）项目执行预算

3）项目监督机制

可另附表单

自2017年以来，中国一汽集团已累计向我会捐赠人民币900万
元，用于共同开展红旗--星·梦计划项目（以下简称“星梦计
划”），项目目标是建立覆盖孤独症患者生命全程社会支持体系。
截至目前，在中国一汽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孤独症专家顾问委员会的指导下，我会结合孤独症康复领域的特
点，对“星梦计划”进行了科学的分类，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特
点、不同康复手段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资助与扶持。截至目前，我会
已执行完毕的子项目有三项，剩余子项目将于2019年 7月前（执行
周期12个月）全部执行完毕，我会正在制定项目总结报告。根据已
执行完成的项目，结合执行单位反馈，我会认为以下几类项目可以
持续资助，它们分别是：
一、继续对长春市部分孤独症儿童进行资助（180万）

孤独症的干预训练主要集中在康复训练机构，中国一汽集团自
2014年以来已累计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爱心捐资 200 万元，由

吉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执行实施“中国一汽助梦星星的孩子”项

目——救助孤独症、智障和脑瘫儿童康复训练。2017 年在中国一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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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会共同开展“星梦计划”项目后，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孤

独症专家顾问委员会现场筛选甄别后，2018 年，星梦计划项目继续

为 105 名孤独症及脑瘫儿童提供了每人 1.5 万元的康复训练费用。

众所周知，孤独症康复训练周期长、难度大，因此我会建议继续对

孤独症及脑瘫儿童进行资助。

二、继续资助大龄孤独症患者职业技能培训项目（60 万）

2017 年以来，我会在中国一汽集团和贵会的大力支持下，组织

实施了“中国一汽“星·享计划”--大龄孤独症患者职业技能培训

项目，资助长春市育龙特殊儿童语言康复培训学校、四平市阳光天

使特殊儿童康复中心，通化市心语残疾人庇护中心 3 个有工作基础

的机构开展了大龄孤独症患者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试点，已经初见成

效。截止目前已经完成 50 名大龄孤独症患者职业技能培训、90 名家

长培训、3 名就业辅导教师培训。为了进一步做好我省大龄孤独症患

者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工作，不断满足我省大龄孤独症患者及家长的

需求，继续探索大龄孤独症患者职业技能培训及就业模式和方法，

目前该项目仍在积极推进，经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孤独症专家顾
问委员会专家亲赴该项目开展机构之一的吉林省四平市阳光天使特
殊儿童康复中心考察并实地与大龄孤独症患者情景互动后，建议我
会对该项目继续扶持并合理的加大扶持力度。2018年我会再次计划
资助 60 万元，用于继续资助已经开展项目试点的 3 个机构。该项目

作为覆盖孤独症患者生命全程的社会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我会

认为应持续予以支持。

三、继续支持一汽·红旗孤独症康复扶贫基地（24 万）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孤独症儿童（南方）康复基地是我国目前首

家国家级孤独症康复机构，南方基地拥有由国内知名孤独症康复专

家、教授、学者组成孤独症专家顾问委员会。2017 年，中国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与中国一汽集团充分沟通后，通过星梦计划向南方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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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 24 万元，共同挂牌成立了一汽·红旗孤独症康复扶贫基地。借

助这一平台，南方基地开始与国际孤独症康复领域接触，并积极邀

请多位国际知名孤独症康复专家前往并讲授关于孤独症康复领域的
前沿理论及康复经验。因此，我会建议在2019年继续支持一汽·红
旗孤独症康复扶贫基地，我会计划在2019年做到在孤独症康复领域
既请能进来，也要走出去。充分学习掌握最新的康复理论。
四、继续组织中国一汽资助项目孤独症儿童与贫困地区孤独症儿童

参加孤独症康复训练营（46 万）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孤独症儿童（南方）康复基地投入使用

后，“星梦计划”项目拟计划 资助 20 名孤独症儿童前往基地进行

为期两个月的孤独症康复训练暨“星梦计划”孤独症儿童训练营项

目。该训练营由 10 名中国一汽资助的孤独症儿童和 10 名来自西部

贫困地区的孤独症儿童组成。训练营将依托南方基地参加强化训练

营，通过接受高水平的医学评估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结合特色训

练手段，进行精准康复，可以在短时间提升患童的康复治疗效果，

为今后的常规治疗打下有益的基础。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支

出，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疾康复服务，并要求动员全党全社会

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此我会希望中国一汽集团在

2018 年星梦计划中，将这一项目继续支持下去。

五、继续资助马术训练(10 万)

马术治疗方法是孤独症儿童运动康复训练的一种手段，在国外

已经具备多年的临床应用经验。相关学术文献中表明，通过马术治

疗能够增强孤独症儿童普遍存在的运动功能与行为能力障碍，系国

内外普遍关注的一门康复治疗技术。

2018 年 4 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已开展马术训练营的建设

工作，我们期望能够通过马术治疗手段为孤独症患者提供更加有效

的康复训练服务。因此结合上述理论依据，我会与中国一汽集团沟

通后，计划继续用 10 万元项目资金对马术治疗项目进行资助。此类

训练方式的开展填补了我国孤独症康复领域的空白。通过资助马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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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可以彰显中国一汽“星·梦”计划的引领意义。

六、继续支持“国家孤独症康复机构联盟”、进行“孤独症患儿血

液中的特异性核酸分子表达谱研究”（50 万）

为推动我国孤独症临床、病因和病理机制研究及诊疗康复领域
的发展与进步，促进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孤独症康复学科的发展，中
国康复研究中心向我会提出申请，建立成立“国家孤独症康复机构
联盟”，这是我会与中国一汽集团共同通过“星·梦”计划，依托
国家孤独症康复研究中心首次成立的国家级孤独症机构联盟。在此
基础上，中国一汽“星·梦计划”用40万元作为“孤独症患儿血液
中的特异性核酸分子表达谱研究”启动资金。

经过一年的运作，中国孤独症康复机构联盟已初见雏形，“孤
独症患儿血液中特异性核酸分子表达谱研究”课题也已深入开展，
因此，我会建议继续对机构联盟及课题研究提供支持。
十一、红旗--星·梦计划项目—海豚训练计划（40万）

海豚能发出2千-10万赫兹不等的高频超声波，有理论认为，海
豚的超声波可以激活脑细胞功能，从而对于处在发育期的胎儿及儿
童的中枢神经起到辅助治疗作用，通过海豚疗法，目的在于刺激孤
独症儿童处于休眠的神经细胞，让孩子产生兴奋感，在于海豚接触
的过程中，可以为孤独症儿童带来欢乐、自信心，提高孤独症儿童
的注意力、放松情绪，提高交往动机，在认知、运动、社交和情感
能力上取得积极地疗效。因此，经我会与中国一汽集团商讨沟通
后，决定用20万元资助该训练计划，该计划拟组织10名孤独症儿童
前往俄罗斯索契“海洋之星”海豚治疗中心进行为期14天的训练康
复之旅。

在此10名孤独症儿童前往俄罗斯治疗的同时，儿童孤独症专家
贾美香教授拟组织专家团队一同前往进行学术交流并学习国际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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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康复经验。
十二、红旗—星·梦计划项目宣传经费（40万）

根据与捐赠方中国一汽集团沟通，2018年“星梦计划”项目拟
扩大宣传力度，计划通过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多种传播途径以视
频、文字等多种形式对孤独症进行宣传，对红旗—星·梦计划进行
宣传，希望通过本项目的努力，唤起全社会对孤独症儿童、孤独症
家庭的关心关爱。
十三、支持红旗孤独症艺术团（10万）

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艺术团是在孤独症专家贾美香老师
的大力支持下，由热心家长张立扬和爱心志愿者武蒙老师召集学习
音乐的孤独症孩子每周进行一次集体排练。这样的集体排练活动让
分散在家独自练习的孩子和家长能走出来有个交流和展示的机会，
给孩子们带来很多快乐，也让孩子们在演奏水平、团队协作、舞台
礼仪、适应环境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乐团成立三年多来，通
过长期的坚持，艺术团的家长们看到了学习音乐给自闭症孩子带来
的转变。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孤独症孩子们的演出，让音乐走
入更多自闭症儿童的生活，为他们打开心中的那扇窗，让更多人欣
赏到人生的美景。因此，我会建议星梦计划资助该乐团10万元用于
支持其开展训练并协调演出等，此外，乐团今后将冠名为“红
旗·孤独症艺术团”
十四、红旗—星·梦计划项目宣传策划方案

红旗是有温度的品牌，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一面旗帜，也是
中国人一直以来的骄傲，国人对红旗充满了自豪感和期待，红旗品
牌自2012年以来，一直通过与我会合作，大力支持扶残助残的公益
项目，为了更好宣传红旗品牌在助力残疾人公益领域的影响力，特
制定本项目宣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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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继续做好目前已开展并已有成熟传播的途径的子项目宣传计
划

红旗—孤独症扶贫训练营已连续成功举办两期，项目收到了良
好的康复效果与口碑，切实的落实了党中央关于健康扶贫的指示精
神，我会计划在2019年 10月举办第三期红旗孤独症扶贫训练营期
间，举行一个简朴而又隆重的开营仪式，通过邀请政府相关部门领
导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主流官方媒体等出席开营仪式，届时，我
会也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传播途径录制相关项目视频等资料，以期
做到全方位多维度的宣传红旗作为我国第一个民族工业品牌，在自
身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在默默的关注着残疾人群体。

红旗—海豚康复训练是我会开展的较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公益项
目，该项目自实施以来，一直得到红旗品牌的大力支持，目前本项
目已举行两期，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日报等对
外传播媒体进行的长期跟踪宣传报道，对红旗品牌在人文交流领域
响应“一带一路”的号召，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红旗品牌深耕
公益的形象已在海外建立起来，在开展海豚康复训练项目的过程
中，我会也积极协调各方资源，邀请北京卫视摄影师随团跟拍，留
下了珍贵的项目影像资料。此外，我会还计划在今后的项目执行过
程中，探讨与北京卫视合作开办红旗—孤独症海豚康复训练的专栏
节目，希望通过电视媒体的推广，使广大家庭特别是孤独症家庭了
解红旗品牌，了解红旗在孤独症康复领域的大力投入。

2、拓展新媒体宣传渠道，利用我会资源，积极推广红旗公益品
牌

2016年以来，互联网上涌现了一批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内容
媒体，不同于微电影和直播，短视频制作并没有像微电影一样具有
特定的表达形式和团队配置要求，具有生产流程简单、制作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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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参与性强等特点，又比直播更具有传播价值。因此，我会在今
后执行红旗—星·梦计划项目的过程中，将利用该类传播方式的特
点，积极制作围绕红旗品牌传播的公益短视频，积极联络我会自有
的新媒体资源，对红旗公益品牌进行大力宣传。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项目部门信息
项目部门：资产管理部

项目联系人信息

姓名及职务：白淼 项目官员 电子邮件：baimiao@cfdp.org

办公电话：010-85920281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44 号

项目立项时间：2020 年 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