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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youth over 14 years old with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a, which has not yet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the rehabilitation system for this group of youth is lacking in China, including a lack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rehabilitation institutions for them, hindering them to integrate into society and
employment.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make full use of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can
alleviate the deficiencies of rehabilitation assistance system. This kind of empowerment-orientated
rehabilitation can help youth with mental disorders to fulfill the task of social role adaptation, as well
as to meet their need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rehabilitation and social value realiz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one service center in Wuhan,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content of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service, and conducted an evaluation on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service
for youth with mental disorder through the interview with 15 youth and their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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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我国 14 岁以上心智障碍青年人数众多，但实践和研究对这一群体关注度均不高，

与此同时，我国对于这群心智障碍青年的救助体系并不完善，国家政策缺失、大龄心智障碍青

年康复机构不足，以致其在融入社会和就业方面存在极大困难。社区康复服务充分利用社区资

源、大幅缓解康复救助体系的不足，其赋能的康复导向也能帮助心智障碍青年完成社会角色适

应的任务，能满足心智障碍青年身心康复和社会价值实现需要。本文以一家服务机构为案例研

究，通过实地调查探究其社区康复服务内容，并通过对 15 名心智障碍青年及家长的访谈，深

入研究社区康复服务效果。

1.引言

根据中国共青团规定的年龄分段，14 至 28 周岁的人称为青年。美国智能不足协会对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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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患者给出的定义是：在发展期间，智力功能显著低于常态，同时伴随有适应性行为方面的

缺陷的人，[1]包括了自闭症和智力障碍两个群体。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总人口数以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中我国残疾人占

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和各类残疾人占残疾人总人数的比例，推算了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及各

类、不同等级的残疾人数,具体数据为全国残疾人总数为 8502 万人。[2]随着心智障碍人士步入

青年期、壮年期，他们的父母则已进入中老年期并逐渐丧失照顾心智障碍子女的能力，所以大

龄心智障碍人士自我照顾、康复及就业问题亟待解决。社区康复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残疾人

康复的三种途径之一，是为残疾人康复、机会均等、减少贫困和社会包容的一种战略。
[3]

社

区康复是利用社区资源为本社区的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依托广泛的社区资源，帮助残障群体

融入社区、融入社会，是一种新的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方式。[4]而且社区康复的过程也是一个不

断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加速社会融合的过程，康复目标和应达到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残疾人的生

活自理能力、劳动就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社会融合能力的提升。
[5]
而对于大龄心智障碍青

年，社区康复方式是否有效、怎样有效、效果如何，这是本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武汉市美好家园心智障碍人士家庭支援中心为个案进行研究，以参与“美好家园”

机构的大龄心智障碍青年为研究对象。武汉市美好家园心智障碍人士家庭支援中心成立于

2013 年 10 月，是武汉市第一家针对大龄自闭症、智障青少年提供家居生活技能培养和社区融

合康复模式为一体的专业服务机构，也是武汉市残联指定残疾人定点康复机构，着重强调培养、

训练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的居家生活、社会融合等能力。

2.2. 研究方法

选择参与该社区康复机构的大龄自闭症与心智障碍青年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分析、个别

访谈、参与式观察的资料收集方法收集机构成员的资料，并根据成员访谈资料进行详细的分析，

形成评估指标体系，最终对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社区康复的效果进行研究。

2.2.1. 文本分析法

收集包括美好家园机构提供与项目小组成员调查在内的机构成员不同阶段登记的所有服

务记录等文档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有序分类整理，评估分析。

2.2.2. 个别访谈法

主要以机构的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相关家属和机构工作人员为对象进行个案访谈。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4 月间以面对面访谈形式对 14 名服务对象家属、1名服务对象、2名工作人员

进行深度访谈，全面收集康复内容与效果的资料。

2.2.3. 参与式观察法

本研究通过半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即项目小组成员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服务过程中去，

深入全面地了解项目运行情况，并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观察服务对象在过程中的反应，从

侧面来把握项目服务效果。

3. 研究发现

3.1.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社区康复服务内容

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社区康复内容涉及生活、社交和就业等各个方面，需以社区为康复基地，

以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为保障，采用合理的康复方式和体系，解决康复需求，实现大龄心智障

碍青年的全面康复。调查研究发现，美好家园机构社区康复服务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如图

1所示），即日间照料与居家生活技能训练、社区融合与艺术培养、职业技能训练与支持性就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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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生活技能训练

• 社会行为规范意识训练

日间照料、居家生活技能训练

•人际交往能力训练

•引导使用公共设施

•联合社区开展生活体验

社区融合、艺术培养

•开办公益匠心坊

•递进式培养就业能力

职业技能训练、支持性就业

图 1 美好家园机构服务内容

3.1.1.日间照料与居家生活技能训练

日间照料与居家生活技能训练，注重培养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的居家生活技能、社会行为规

范意识、人际交往能力，通过居家技能训练，让大龄心智障碍青少年体验生命价值，从而提升

职业获得感，增强适应社会的信心，为适应职业生活建立基础，有助于其进入庇护性、支持性

就业岗位。这一方面的服务内容主要是两个板块，即居家生活技能训练和社会行为规范意识训

练。

居家生活技能训练。美好家园在居家场所中，打造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的生活时光，通过引

导大龄心智障碍青年以及其父母的“引导式参与”，开展亲职教育培训和居家康复训练，养成

居家生活技能，提升家庭支持系统的能力。一方面由工作人员引导大龄心智障碍青年开展学习

超市购物、帮厨活动、餐前准备、烹饪、餐后清洁等居家生活技能培训活动，锻炼大龄心智障

碍青少年的动手能力，帮助其掌握居家生活技能，培养其生活自理能力。另一方面，家长参与

教学过程，纠正家长错误的观念，提高家庭对心智障碍青年康复训练的知识储备，心智障碍青

年在教学中学习到的居家生活能力在家庭中能够得到有效的训练和运用，使他们在家庭生活技

能方面得到更好的实际性的锻炼与提高。

社会行为规范意识训练。一方面，美好家园在居家场所中打造学习时光，开展社会认知及

适应能力主题活动训练，解决大龄心智障碍人士融入社会的基本问题——社交礼仪、社会基本

规则，如打招呼、与陌生人简单交流、寻求帮助、待人礼仪、钱币及货币交换认知等训练，提

升社会行为规范意识。让学生进行符合其思维模式的“刻板行为”训练，以至他们能满足社会

的基本规则：在特定场景下他们能做出特定反应。例如有人到访，学生会主动问好；如厕之后，

要会洗手和冲厕，最终达到在康复中生活的目标。“让孩子学会并遵守社会规则，不去触犯，

他们才能在自己和与人相处的世界里活得更自由”。另一方面，美好家园借助社区活动中心每

周开展星空交响乐队排练及演出、健身一小时、小区散步等生活康复训练，培养大龄心智障碍

青少年建立社会行为规范。

3.1.2.社区融合与艺术培养

社区融合是指大龄心智障碍人士能够平等、全面地参与社区生活。社区融合主张自闭症儿

童的日常生活及康复与健康人群一样享受到社区成员应有的基本权利和社会服务。[6]美好家园

依托社区支持系统，充分发掘社区资源，为大龄心智障碍青少年参与社区互动提供机会，提高

其人际交往能力，促进其融入社区生活，实现其在社区生活的权力，有尊严地享受社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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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家园机构注重提高心智障碍人群的人际交往能力，促使他们能够与人交流、融入社会。

机构训练过程中，鼓励心智障碍青年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诉求，在“社区环保行”活动中，机构

成员主动与社区群居民、保安、环卫工人进行交流；通过组建“星空乐队”，青年们能够主动

与成员、老师、志愿者进行交流，增强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培养沟通表达、团队协作等职场

技能。同时，机构主动链接资源，将乐队推广至各大社区，提供登台演出的机会展示自己，提

升他们的自信心，提高关注度；通过带领大龄心智障碍青年认识社区健身器材等生活和娱乐设

施，大龄心智障碍青年能够回归社区，提升自我归属感。

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的社区融合还需要文明社会的残疾人观的有力支撑。美好家园联合社区

力量，如便利店、菜市场、理发店、健身房、公园等日常生活场所，开展生活体验，与社区成

员互动交往。如进入超市购物，由美好家园专业人员在超市现场教学，教会大龄心智障碍青年

使用购物篮、选择需要购买的物品，超市的工作人员能够观察到这群青年，也学会如何帮助他

们寻找需要购买的物品。

在社区这个“微缩型小社会”中，通过互动，建立大龄心智障碍青少年与社区居民、商家、

社区机构之间的信任友善关系，营造社区关怀和照顾身边邻里的氛围，促进相互关怀社区的形

成，达到大龄心智障碍青少年与社区双方共赢的效果。

3.1.3.职业技能训练、支持性就业

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的能力的培育与运用需要就业机制的健全完善。残疾人的就业障碍不仅

在于残疾本身，更在于们对残疾人普遍歧视与排斥的社会态度。[7]长期以来，心智障碍人群受

到种种歧视，包括就业方面的歧视，这些歧视是心智障碍人群实现权利的严重障碍，克服歧视

心智障碍人群、对心智障碍人群状况漠不关心等不合理的观念与行为，需要多种因素共同发挥

作用。

支持性就业是一种全新的服务模式，服务对象为身心障碍者，尤其是重度身心障碍者，主

要是协助他们进入社区竞争性职业场所。[8]支持性就业倡导社会融合，符合社会模式的残疾观，

肯定残疾人的潜能，主张为残疾人提供融合的安置环境以及更丰富的就业机会，帮助残疾人自

立。美好家园发展支持性就业，一方面通过递进式培养就业能力，在社区支持下开展“不平凡

的 100 分钟——社区环保行”项目，通过带领这些青年担任社区环保卫士，在社区开展清洁劳

动，处理垃圾、清洗垃圾桶。在这项工作中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的情绪管理能力、合作意识、职

业态度、自我激励等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另一方面，美好家园在工作场所中打造工作时光，

开展职业重建项目--“星星想说话”公益匠心坊，内容包括烘焙、茶点、水果茶等纯手工产品

制作，希望通过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的亲手劳动，让大龄心智障碍青少年参与糕点制作、销售、

配送等环节，通过自身努力去创造社会财富、实现自身价值。

3.2.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社区康复服务效果

通过三种进阶式的社区康复服务内容，大龄心智障碍青年从居家能力、社区融入、实现就

业三方面得到有效的提升。根据康复效果，将此类群体分为“好家人”、“好居民”、“好公

民”。目前团队在机构走访的 15 名个案中，7 人从生活和学习方面得到有效提升，成为“好

家人”；5人的人际交往能力得到有效改善，能够融入社区生活，成为社区“好居民”；3 人

通过链接社区资源找到合适的支持性就业岗位，进一步融入社会，发挥自我及价值。

3.2.1.“好家人”案例代表

通过一系列的康复训练，在团队访谈的 15 名个案中，有 7 名大龄心智障碍青年已经成为

了家庭中的“好家人”。根据表 1“好家人”案例代表，我们可以发现个案在接受社区康复服

务之前，并不能完成穿衣、吃饭等简单的生活行为、认知能力较差，几乎没有独立生活能力。

进入机构后，她开始接受简单的居家生活技能训练。机构老师会定期教一些简单的数字辨认，

食物辨认等技能。经过不断地训练与强化，个案目前已经具有部分生活自理能力，能够完成简

单的家务活动，对情绪的管理能力也在发生转变。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268

69



“现在她的情况改善很多了，原先的时候我是非常累的，在家里全方位都要照顾她，带她

出去也怕她做出的行为吓到别人。现在的话，她也可以自己打理一些事情了，穿衣服、吃东西

一些简单的事情都可以自己来，有时在我们的指示下，她能够打扫卫生、整理东西，让我们放

心多了。她在家的时候，可以画一些画，见她的情况越来越有改善，我们家里人也就更有信心

了。”(来自个案桢桢母亲)

表 1 “好家人”案例代表

编号：001 访谈时间：2018.12.1

个人基

本信息

姓名 桢桢 性别 女 年龄 15 岁

确诊时间 两岁 残疾类别 自闭症
进入机

构时间
2014 年

受助

之前的

情况

无法独立完成穿衣、吃饭等简单自理活动；无法独自外出；对文字、

数字没有理解力；比较多动，坐不住；不说话、拒绝眼神交流

受助

之后的

变化

生活方面

目前在家长的指导和指令下完成简单家务，如洗碗、叠被

子。无法独自外出，可以简单购物但对人民币面值没有概

念，多动情况有缓解。

学习方面
目前能够表达内心情绪，简单的表达内心想法；对于事物

的感觉和理解能力较好

3.2.2.“好居民”案例分析

在团队采访的 15 名个案中，已经有 5名青年融入社区，成为一名“好居民”。经过机构

长期的训练，他们已经能够参与社区活动，与邻里进行交流和互动。根据表 2“好居民”案例

代表可以看出，个案在进入机构之前各方面状况都较为严重，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由母

亲全天候照顾，没有规律的作息，主动性不高。他进入机构时间早，最开始接受居家生活技能

训练，进步较大，机构老师便开始加大训练的难度与力度，可以进行扫地、拖地等难度较大的

居家社工或活动。与前两个阶段能力对比，个案目前已经有很大程度的康复，主动性大大提高，

控制力和规划能力都有很大提升。

“孩子在三岁的时候就确认有自闭症，我那时候感觉天都要塌了，后来冷静之后就带着孩

子去医院治疗，自己也积极学习有关于自闭症康复方面的知识。3岁的时候我带他到江西赣州

康复中心接受治疗。治疗 1年后，他可以说少量的话，在感知方面有较大改善，但还是主动性

非常差。2012 年的时候我找到美好家园这家机构，觉得它社区康复的模式对我的孩子非常有

帮助，后来孩子在美好家园接受训练，一直到现在，他真的改善非常大。其实他这个改善过程

很漫长，我总是隔一段时间回头对比就发现他确实有很大进步。我之前一直希望孩子能够独立

生活就好，但是他现在还可以操作机器、制作糕点，真的让我感觉激动又欣慰。”（来自个案

昕昕母亲）

表 2 “好居民”案例代表

编号：002 访谈时间：2018.12.8

个 人 基

本信息

姓名 昕昕 性别 男 年龄 17 岁

确诊

时间
三岁 残疾类别 自闭症

进入机构

时间
2012 年

受助

之前的

情况

无法控制行为举止；由妈妈全天照顾，没有生存技能；不会认路；

玩乐作息没有规律；无法与人正常交流；缺乏兴趣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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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

之后的

变化

行为

融合

积极参与社区劳动，社区居委会对其进行了肯定，并且发了

工资；社区，遇人会礼貌地打招呼；擅长绘画、非洲鼓、二

胡、萨克斯，参与社区器乐演奏，并会去敬老院给老人们带

去欢乐。

情感

融合

与人交流能够控制好情绪；在社区内演奏乐器时提升自信，

融入社区

3.2.3.“好公民”案例分析

团队采访的 15 名大龄心智障碍青年中，已有 3名“好公民”正式参与就业，分别担任社

区图书管理员、社区办公员、社区保安，工资水平已经达到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如表 3“好

公民”案例代表所示，个案在居家生活能力与社会融合能力两方面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在就

业支持与潜能开发方面也在不断完善。在接受美好家园社区康复训练之后，她在“星星想说话”

公益匠心坊中制作糕点，在图书馆当管理员，参与社区环保，已经可以从事庇护性就业，还拥

有部分收入。在综合能力与素质得到显著提升的情况下，个案开始确立就业方向和目标，获得

了来自家庭、机构以及外界人士的支持。

“孩子进入机构已经八年了，现在也已经 21 岁了。在美好家园这八年的时间真的帮助了

我们很多。进入机构之前，孩子可以进行简单的交流，不会认路，不会自己买东西，那个时候

连孩子可以给自己做饭都没有想过，能自己吃饭就已经很好了，一直需要我全天地照顾着，根

本没有办法脱离大人的监管。进入机构后，有时候她回家，我就能看到她的变化，比如说她有

一天吃饭的时候筷子用的很好。后来就是发现她去超市是会购物，也会主动与人说话。现在生

活自理没有问题了，知道她居然还可以去图书馆做管理员的时候，我就想着总有一天我的孩子

也可以过上有尊严的正常生活啊。”（来自个案婕婕母亲）

表 3 “好公民”案例代表

编号：003 调查时间：2018.12.1

个人基

本信息

姓名 婕婕 性别 女 年龄 21 岁

确诊时间 三岁 残疾类别 智力障碍
进入机构

时间
2013 年

受助

之前的

情况

生活自理能力较弱，不会洗衣做饭等；认知水平较低，不会认路和辨认物

品；学习能力较差，简单的事务需要多次教授，解决问题较为困难；可以进行

简单的交流；行为规范、自我管控方面较差，好动，喜欢蹦跳，家长无法使她

改变。

受助

之后的

变化

职业

基础

发展

无阻碍就业的生理疾病，生活自理能力较强，能够实现交通牌辨

认和独自出行；社会融合度高，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情绪

控制力和管理能力较高

职业

行为

能力

具有挑选材料、操作机器、烘培糕点、制作蛋糕、推销点心的技

能；会弹奏扬琴，会打非洲鼓，会滑冰；能够与小组成员合作完

成任务；目前是社区的图书管理员，和社区人员交流密切，社会

交往能力高；能够使用电子产品

4. 结论

14 岁以上大龄心智障碍青年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其身心健康的康复与自身价值的实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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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且心智障碍青年在幼年时期已经接受过系统的感觉统合训练，

认知能力已经得到有效的提升，已有康复基础。社区康复是残疾人康复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我国康复未来发展的主流。
[9]
实践证明，通过居家生活、社区融合、就业技能训练进阶

式的社区康复训练，心智障碍人士能够提升基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提升生活质量；提升人际

交往能力，促进社区融合；能够实现社会赋能，参与就业等社会活动，获得高品质的生活。但

目前我国社区康复服务资源十分有限，资源利用率低，覆盖面小
[10]
，因此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社

区康复的普遍性发展仍任重而道远，需要政策和法律的支持、社会资金的投入、包容性社区以

及社会大众的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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