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尔公益基金会

项目总结（2020-2022.6）

一、爱尔助残公益行动

【成立背景与意义】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残疾人事业，

加强残疾人康复服务”的要求，给予残疾人群体更多的社会保障和

发展机会，为他们提供更加完备的公共服务，使残疾人群体能够共

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爱尔公益基金会于 2017 年携手全国多家省、

市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发起“爱尔助残公益行动”。旨在充分发挥爱

尔基金会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构建扶贫助残共同体，加强全国各级

残联与社会组织、企业、医疗机构等单位间的沟通协作，增进残疾

人福祉建设，促进社会各界对残疾人的尊重、理解与帮助，给予残

疾人温暖的社会关怀，帮助残疾人接受良好的康复服务，改善残疾

人生存发展现状。截至目前，“爱尔助残公益行动”共有全国各省、

市残联成员单位 47家。

【活动开展情况】

项目自 2018 年实施至今，先后与云南省残联、保山市残联、

腾冲市委市政府，甘肃省残联、酒泉市残联、敦煌市委市政府，陕

西省残联、咸阳市委市政府、咸阳市残联，内蒙古自治区残联、兴

安盟市委市政府、兴安盟残联、阿尔山市残联共同举办了 4次学习



交流活动，各省、市残联代表、康复机构、专家、社会爱心企业、

志愿者等近 800 人次。活动中不仅邀请到元勋后代为大家带来了 19

大报告有关残疾人工作的解读和有关党史的主题教育讲座，还邀请

了孤独症、脑瘫、低视力、助听、脑机接口等领域专家为大家带来

最前沿的康复理念知识、科技助残产品等内容。

【项目成效】

在“爱尔助残公益行动”下设立的“听见中国的声音”听力

关爱项目和“爱可以用声音传递”听力关爱项目共为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定点扶贫县、北京市红十字会、宁夏回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

务厅、西安市残联、徐州市残联、黑河市残联捐赠助听器约 4300

台，市场价值 6000 余万元。

听力救助项目改善了听障人士人际和社会交往的方式和质量，

提高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的信心，能够使他们更好的参加社会活动并

且融入到社会工作中去。

项目团队在实施听力救助的几年里，不断探索、总结项目实施方

案，优化实施流程，能够使直接受助人更加便捷的参与到救助项目

中来，提高了项目整体的救助效率。





二、爱之光.视觉关爱公益项目

爱之光·视觉关爱公益项目”是由我会联合温州医科大学共同

发起，旨在开展近视防控和低视力康复等相关公益项目，宣传推广青

少年爱眼护眼、科学用眼，改善我国青少年视力状况。同时，帮助各

省市专业医疗机构、残联等单位，建设标准化的低视力评估、诊疗与

康复体系，为全国眼科专业医疗、康复从业人员提供视觉损伤继续教

育培训，推广视觉损伤康复知识，使更多的患者得到更好的视觉康复，

推动视觉损伤康复标准化建设，促进我国视觉健康事业的发展，提高

国民视力健康水平。 项目于 2018 年 7 月正式启动，已举办六场面向

全国眼科专业医疗、康复从业人员的视觉损伤继续教育培训，为喀什

200 多名儿童进行眼科义诊筛查。

2019 年 7 月，在青岛召开的 2019 年视觉健康创新发展国际论

坛中，开展三场继续教育公益培训，累计培训眼视光专业医护人员近

300 人次。



2019 年 11 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开展第三届儿

童低视力及视觉损伤康复培训，为来自全国多省市的 80 多名学员提

供专业培训。

2020 年 10 月，我会联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在 10

月 2020 Vision China 国际论坛期间，共同举行了第四届低视力及视

觉损伤康复公益培训，共有近 500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眼视光医护人员

参加了培训活动。

2021 年 7 月，基金会携手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在

“2021 视觉健康创新发展国际论坛”上成功举办了第五届“爱之

光”低视力及视觉损伤康复培训。来自残联、康复机构，医疗机构的

数百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2022 年 7 月，第六届“爱之光”视觉损伤康复暨精选案例之

“真知灼见”。此次论坛一共邀请了 15 位视觉损伤康复和脑科学研

究领域的专家，从残疾评估量表、阅读障碍门诊建设、视觉信息处理

到视觉损伤康复案例，多维度的分享了视觉损伤康复的新观点。会议

期间线上线下有近千位参会代表聚精会神地聆听各位大咖专家的精

彩分享。

项目成效：

项目为贫困家庭儿童改善视觉健康提供帮助，开展儿童视觉损

伤康复训练、脑损伤康复训练、低视力康复项目及开展普及视觉损

伤康复继续教育培训，在全国眼科专业医疗人员中推广视觉损伤康

复知识，使更多的患者可以得到更好的视觉康复，促进我国视觉健



康事业的发展。同时，加强爱眼护眼科普宣传与教育，引导青少年

树立正确的用眼观念，掌握科学的用眼方法，努力改善我国青少年

视力状况，提高国民视力健康水平。



三、爱尔“消除传染病公益行动”

爱尔“消除传染病公益行动”由张文宏教授、国家传染病医学

中心、《中国慈善家》杂志社、爱尔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旨

在汇集专业医疗团队、权威媒体资源和规范基金会力量，项目将以

遏制消除结核病为切入点，呼吁社会各届共同加入到对抗结核病等

传染性疾病危害的行动中来。项目在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的专业科

学引领下，以挽救生命、控制和消除耐药结核病“传染源”为目标，

以公益模式联动“政府+医疗团队+社会力量”等多方资源，推动项

目的覆盖面、可持续性和影响力。

目前项目在贵州省政府、省卫健委的支持下已全面开展。



项目成效：

项目为治疗点发现的符合条件的确诊患者，提供免费的耐药检

测及短程高治愈率治疗方案，建立起融预防、发现、诊疗、跟踪、

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结核病防控管理生态体系，强化基层自主防控

能力。

项目对低收入群体患者，提供部分药物补贴，极大的减轻了因

治疗结核病导致的家庭负担，增强了患病群体继续治疗的信心，从

而可以提高结核病患者治愈的成功率，抑制了结核病在该地区的传

染扩散。也是对基本医疗保障的有益补充，为家庭、社会减轻压力。

四、爱尔助学

爱尔助学”是由陶斯亮会长倡议发起的公益项目，项目设立以

来，先后开展了“爱尔图书角”“爱尔圆梦”“久久助学金”“爱尔

育才”“苏萍奖学金”“美育进校园”等子项目。爱尔助学实施六年

来，项目足迹遍布宁夏、甘肃、湖北、四川、云南、安徽、青海、新

疆、湖南、西藏、北京、辽宁等多个省、市、自治区，捐赠图书 193,276

册，图书架 968 个，受益学生 40,070 人。

项目成效：

图书角丰富了孩子们课外生活，激发了孩子们对阅读的兴趣，培

养他们良好的阅读习惯，帮助他们掌握阅读的方法，为他们以后的

终生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助学金项目不仅缓解了困难家庭子女上学费用的负担，减轻了家



庭脱贫的压力，子女通过接受教育，提高了科技文化素质，掌握了

一技之长，增强了自我发展能力，改变了个人及其家庭的命运，促

进了家庭稳定脱贫和高质量脱贫，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



五、爱尔“启明星工程——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

爱尔“启明星工程——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公益项目由北京

爱尔公益基金会、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联



合发起。自 2018 年起，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陆续在国内多个省、

市残联、康复机构调研孤独症行业发展情况，经过三年的实践探索，

该项目已逐步形成集筛查诊断、康复治疗、融合教育的“三维一体”

公益模式，为孤独症群体“早筛查、早诊断、早康复、早融合”奠

定基础，推动国内孤独症救助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2019 年，爱尔“启明星工程——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公益项

目正式立项。立项以来，项目足迹覆盖国内广东、湖南、宁夏、甘肃、

山东、陕西等多个省份，累计受助人数逾 10000 人，已成为我会品牌

项目之一，累计公益支出达 1736 万元，先后荣获“2020 中国公益慈

善项目大赛”百强项目、《中国慈善家》2021 年度公益项目，入围

凤凰网 2021 年度十大公益项目。

项目成效：

项目为各地区培养大量优质孤独症康复师，帮助康复师建立科学

的方法论体系，科学系统的干预自闭症，提高康复师对孤独症的行为

表现的整体认识，能够针对孤独症儿童的个性需求，找出最合适的教

育方向和实施细则，并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极大的解决现阶段

孤独症康复领域的痛点，即优质康复资源与家长需求之间不匹配的问

题。

项目促进了地方孤独症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以专业引领公益，

创新公益模式，为孤独症儿童创造更加优良的环境贡献力量。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E8%A1%8C%E4%B8%BA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E8%A1%8C%E4%B8%BA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E4%B8%AA%E6%80%A7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E9%9C%80%E6%B1%82




六、李海涛天使关爱基金

2020 年 3 月，开国大将肖劲光之女肖凯心系武汉疫情，通过基

金会向武汉市中心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武汉市武昌医院及武汉市金银

潭医院的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捐赠善款 100 万元，并设立“李海涛天

使关爱基金”。

项目成效：

基金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抗疫工作人员加油助力，向战疫“最

美逆行者”表示敬意和感激，项目的实施让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真

切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坚定了抗击疫情的信心。



七、爱尔启航计划——儿童青少年心理关爱行动

“爱尔启航计划——儿童青少年心理关爱行动”由爱尔公益基金

会发起，项目聚焦儿童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链接国内各类优质医

疗资源，为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提供科学、系统的支持。同时，通过多

渠道、多媒体方式建立科学、系统、持续的科普宣传，帮助教师群体

提升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的技能，更好地提升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引导社会大众正确认知青少年心理健康。

项目成效：

2022 年 7月，项目通过线上培训课程，累计为 1000 名教师提供

心理专业技能支持。使参训学员掌握了儿童青少年心理辅导的基础理

论和技能。

项目帮助了乡镇农村及偏远山区学校的一线老师更好服务于学

生，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尽可能的确保儿童在今后的成长

发展中，拥有良好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将会更好、更全面地

促进素质教育的落实和实施，符合当代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将成

为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有效途径。





八、爱尔向日葵计划——脑瘫儿童救助工程

爱尔向日葵计划——脑瘫儿童救助工程由爱尔公益基金会联合

社会爱心单位、爱心人士发起，旨在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支持，组

织权威专家及医疗机构，帮助患者得到科学规范治疗以及最新诊疗技

术相关信息，并为患者提供医疗援助，帮助患者摆脱脑瘫疾病的困扰。

该项目率先提出“手术+康复”的公益救助模式，并获得中央财

政 80 万的资金支持。自立项以来，项目陆续在新疆、西藏、广东、

湖南和京津冀地区展开，设立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中

日友好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喀什第二人民医院、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

院、林芝市人民医院、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以及湖南省儿童医院

10家定点医疗机构，累计为近 2000 名儿童进行了脑瘫筛查，为 800



余名患儿实施了手术治疗和康复训练，已成为社会学优秀公益项目案

例。

项目执行成效

一、 项目整体成效

2020 年-2022 年 6 月，项目累计为 54名脑瘫患儿进行手术

治疗，为 106 名患儿进行康复训练。

二、 执行团队的成长

对原有的项目方案进行调整，新项目方案在以下四点进行

完善：

覆盖范围更广：不仅限于贫困人群，只要因孩子患有脑瘫

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都可以进行申请；

救助额度更合理：随着国家医疗保障政策逐渐完善，适当

调整额度能更合理地利用社会救济机制，提高救助效率；

将二次手术正式纳入救助项目：对于接受 SPR 手术后仍需

进行进一步矫形手术的患儿，可以申请全新的二期手术救

助计划，即计划 C，令治疗更科学有效；

申请手续更简洁：申请一期 SPR 手术，即计划 A的，无需

提供乡镇街道开具的贫困证明、低保证、建档立卡证明等，

只需提交居、村委会盖章的家庭情况说明（原件）即可。

申请计划 C 的，无需再次提交个人信息。



三、 志愿者参与情况

近30名来自清华大学的优秀青年学生志愿者对7名向日葵

计划救助患儿家长进行回访工作。了解家长脑瘫患儿家长

内心的真实感想与迫切需求。

项目总结与评估

通过项目的实施，爱尔向日葵计划有效地科普了脑瘫知识，消除

知识误区，提高社会大众对脑瘫疾病的认知；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

返穷的社会现象，促进健康助残工程建设。

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项目应重点关注提高筹款能力与传播能力，

加强品牌建设工作；同时，应加强项目回访工作。开展受助人回访工

作有利于改善项目不足之处，提高项目管理效率，可扩大志愿者团队，

进行系统性的培训，加强项目回访工作，开展电话回访和实地回访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