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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语

我的名字叫褚振龙，出生于1988年3月的一天，那一天爸爸和爷爷都很开心。

可是好景不长，第2天我就抢救了。在3岁的时候我站都站不起来，妈妈抱着的时候还需要双手托着我，妈妈、
爸爸就抱着我四处求医，最后医生诊断我是脑瘫，那个时候爸爸妈妈都非常绝望，医生说有可能终身瘫痪，只
能后天锻炼才能站的起来。从那时起，爸爸妈妈就每天陪着我锻炼，一直到学校毕业。

毕业后我遇到了苗老师，这张照片就是我和苗老师一起拍的，苗老师是一位画家，策展人，也是WABC无障碍
艺途的创始人，在他的开导下，我逐渐的走出了悲观和无助的负面情绪，笑容也变多了。

记得我和苗老师第一次上台是个节目，当时我站在台上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才说出了“谢谢”说完这两字我
就下台了。而如今我能在这里侃侃而谈，能够走出来，我感到很自豪。我想这也是因为我接触了艺术，而艺术
给我带来的自信。

我很喜欢画画，这张画是我第一次用丙烯画的恐龙，是不是很丑啊，但这是我第一次用丙烯这个液体颜料来
画这幅画，这张画是我在苗老师这边画的第一幅铅笔画，我也不知道我在画什么，但是苗老师说画的很好看，
我就有了很大的信心，我就逐渐的用很多的手法来画画，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我已经画了九年，我很喜欢用颜
料来画比较复杂的画，这张画是我第一次用油画的方式来画，逐渐的我找到了画画的乐趣，我就开始不断的
用油画的方式来画画，去感知这个世界，去了解这个世界。

我喜欢艺术，也喜欢心理学，我不知道心理学和艺术也能够合在一起，但是苗老师给了我一个很惊喜的答案
⸺艺术疗愈师

我觉得艺术疗愈师是我很喜欢的职业，我想用艺术疗愈的方式来帮助需要帮助的的人。

最后我想感谢所有关心关爱帮助过我们的好心人，最后愿每个人都生活在美与爱的世界里。

谢谢大家。

WABC无障碍艺途 原生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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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介
绍

机构简介

World of Art Brut Culture 无障碍艺途自2010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艺术赋能
提升人与人融合事业，帮扶超过130个项目。募集善款金额约2000万元。

在全世界拥有超过10个国家参与的公益项目网络和近百万支持者，是一个全
球性艺术融合组织。

WABC一直致力于通过艺术赋能帮助人与人的融合接纳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减
少人与人之间的歧视、不接纳等社会融合问题 。  

使命与愿景

愿景： 愿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在充满美与爱的世界里。

使命： 帮助全球弱势人群反对歧视；
  用艺术融合表达支持更多有需要的人群；
  推动人与人的艺术融合接纳方式和积极的社会倡导理念。

 
 WABC无障碍艺途2018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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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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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
赋
能

艺术疗愈服务

专业艺术治疗培训输出

同行业输出培训

社会疗愈师培训

原生艺术家培养

1507
6000+ 4176

58

直接受益人数量

间接受益人数量

服务点数量

服务课时数

直接受益人数量培养课时数 1012 27

培训次数 3
直接受益人数 120
间接受益人数 300

8 288 900
培训次数

直接受益人数
间接受益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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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数

培训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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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覆盖城市

北京

上海

青岛

南京
苏州

杭州

福州

莆田

兰州

西安

成都

昆明 广州 东莞

深圳珠海

武汉

南阳

新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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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画廊
项目通过WABC各城市艺术中心及城市合作伙伴为精智障碍人群提供免费的
艺术疗愈服务和社会融合活动，提升精智障碍人士表达、沟通能力，帮助他们增
强自信、拥抱生活，从而更好的融入社会。

 
 WABC无障碍艺途2018年度报告



2018年，我们和我们的城市伙伴在全国21个城市开展艺术疗愈服务，推动艺术
疗愈在当地的发展，让更多人有机会体验和享受艺术疗愈。

2018年，我们为1500多名精智障碍群体带去了逾4000课时的艺术疗愈服务。服
务形式不限于室内课程，我们还不定期开展室外写生、参观活动、社会融合。服
务内容包括绘画、音乐、舞蹈、瑜伽、戏剧等多种形式。

2018年，我们为超过400位心理、艺术、社工、公益从业人员及志愿者提供了11
次专业的艺术治疗培训，累计授课时长超过200课时。我们针对参训人员不同
的专业背景、培训需求提供包括中美艺术治疗培训、创造性艺术教育输出培训、
艺术疗愈志愿者培训等。

2018年，我们在纽约、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杭州等地举办了15场线下
艺术展览，覆盖了美术馆、商圈、学校、社区等多个生活场景，为公众接触和了解
精智障碍群体打开了窗口。

“小朋友”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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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更多的学员和家庭提供专业的创造性艺术教育服务和支持，也让更多人了解创造性艺术教育的作用，
WABC基金会于2016年筹备发起WABC艺途学院，于2018年3月正式在常州落地。

WABC艺途学院旨在普及、推广专业的创造性艺术教育方法，用专业的创造性艺术教育为更多的个人及家庭提
供艺术心理学的支持和帮助。未来将致力于联合国内外高等院校、教育和科研机构中的艺术治疗、表达性艺术
治疗、体育治疗、戏剧治疗、音乐治疗、舞动治疗等方面的专家团队，推动创造性艺术教育课程体系的开发研究
和培训输出，推动艺术治疗的本土化发展。

“RATTAN”创造性艺术教育体系框架

R-relax 放松⸺创造性艺术教育功能：放松身心，在安全的环境里
A-admit 接纳⸺ 创造性艺术教育功能：自我接纳，加深对自我的了解、清晰生命的方向定义、接纳内

在孩童、探索未完成事件

T-talk 沟通⸺ 创造性艺术教育功能：建立多元化的沟通渠道，表达并转化情绪、思想、心理活动

T-trust 信任⸺ 创造性艺术教育功能：建立自信、建立与亲人的亲密关系、建立与他人的信任关系

A-adjust 调节⸺ 创造性艺术教育功能：调节情绪、治疗创伤、学习自我滋养、改变行为态度

N-new look 唤醒⸺ 表达性艺术疗愈功效：更自在与满足、面对挑战、提升创造力



培训产品介绍：

（1）中美应用型艺术治疗系列培训

WABC艺途学院联合美国西雅图安迪雅克大学（Antioch University，Seattle）共同研发了系统、专业、权威的精
品课程，为国内艺术疗愈工作者、特殊需求的家庭以及更加广泛的应用场景提供完善的专业支持。

课程系统引进美国大学专业艺术治疗教育体系的核心课程，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培训，每个阶段的学习都包
括授课、实习和督导。帮助每一位参训人完成从职业入门到技术进阶的成长过程。

培训的教学团队是美国资深艺术治疗师、教授，他们有着数十年的艺术治疗教学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从课程
内容设置到专业授课都能严格把控品质。

（2）WABC创造性艺术教育输出培训

自2009年起，WABC致力于为精智障碍特殊人群提供免费的系统的艺术疗愈服务。经过多年的探索，WABC已
形成一套适应中国本土需求的创造性艺术教育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创造性艺术疗愈师（教员）
培训系统，使得WABC的服务模式逐渐具备复制推广的前提。

我们通过集中的封闭式培训，是参训人能够基本了解艺术治疗的基础理论与技术，学习WABC艺术关怀课程模
型与要点，为回到当地初步实践课程储备能力。

培训的教学团队都是在WABC有多年一线实践经验的教学主管，他们熟悉精智障碍群体，熟悉他们在课堂各种
状况下可能的表现，总结实践经验，帮助参训人能够更快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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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愿
者 与

教
员

分享11

在课堂上的讨论环节，我问小龙，如果你妈妈在照顾你时，她没有很好的
理解你，怎么办？小龙努力且坚定地跟我表达：我会站在我妈妈的位置上
去想，如果我是我妈妈，会怎么对待我自己？

听小龙那样说，我特别感动，我发现其实他比我们更强大。他在这样的时
候都可以换位思考，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在交流中，我们从彼此的身上获得力量。

关于「力量」
参与培训的特殊学员代表小龙

“我发现他们其实比我们强大”

我可能和其他人分享的不同，我的童年生活很幸福，真的是特别甜蜜，父母给了
我想要的一切。但我发现，我同他们一样，都感到和自己的父母沟通很困难。

我用了很多的力气去寻找自己，小时候的自己就像一个“家庭小宠物”。

我知道父母已经用尽全力来爱我了，但我却感到窒息。

但其实没有一条规定说，家人应该是世界上最
懂你的人，也没有规定说，只有家人才会爱你。

我开始试着和家人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不是
说我不爱他们，而是说在那样的距离我们才能
更好地相处。

在互相的看到中，我们更多的感受到陌生人带
来的温暖，也让我们更好的去和身边的人相处。

关于「和解」

“没有一条规定说，家

人应该是世界上最懂你

的人，也没有规定说，

只有家人才会爱你”

分
享
作
品
的
小
组
学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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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心的孩子」

参与培训的志愿者们

“其实我心中也是有一个小孩的，只
不过她藏起来了”

关于「碰撞」

学员和老师分享作品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都一样在做同
一件事情，这是一件像梦一样的事情。”

关于「重构」

正在分享作品的WABC教员

“我发现自己的青春期好像也没有自
己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我是一个家庭康复中心机构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一个脑瘫孩子的母
亲。最初来到这里，是希望寻求一种和孩子交流的方式。有时我会觉
得，我可以理解世界上的任何人，却没有办法理解我自己的孩子。

第一天在盲画的时候，我画了一个很大的太阳，当时我还分享说，我
觉得自己就应该是这样的，我有孩子，是一个机构的负责人，我有很
多能量，就要去发光发热。而今天老师让我们的梦想板与自己对话
时，我看着自己的拼贴画，突然有种真实的感觉：一直以来我以为自
己就是那个超人，但其实我心中也有一个小孩的，只不过她藏起来
了，平时没有机会释放，也不敢释放。从来没有关注过自己的脆弱。

这两天其实更多的感觉是自己被治愈了，其实老师不会说什么，或
者告诉你什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然后在它
发生的时候，你突然就知道了什么。画画的时候真的像孩子一样，不
用逼着自己去维系那样一个社会角色。而看着大家每个人的画，每
一副画都有一个灵魂，虽然我们本来可能也不会画画。 她怀着帮助
孩子的心来到这里，却发现了自己内心中的孩子。

课堂上的Michael老师，幽默，充满活力，意外地爱哭。他分
享了一件授课中特别让自己感动的事。第一天上午，学员
用马克笔在很薄的白纸上画画，不小心在白色的桌子上留
下了痕迹。课程结束后，他看到很多学员主动留下来帮助
工作人员做清理的工作。“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都一样
在做同一件事情，这是一件像梦一样的事情。”

讲到这里Michael老师哭了，他说这是这趟旅程带给他的
礼物，他希望把这个带回美国。最可爱的是，他拒绝了工作
人员递上的纸巾，站在讲台中央大方的表示，that’s OK，
我是可以哭的。

这个时刻，很温柔。

文化间的碰撞和交融，让我们褪去习惯所带来的麻木。

体验“in & outbox”活动时，老师让我们回忆青少年时期的自己。
我非常不愿意回忆那段时光，我觉得自己不好看，很自卑，简直
觉得一片空白。

但真正在做盒子的时候，我竟然非常的快乐。那个感觉很奇妙，
在盒子的里面有一个小人，我觉得很像那时候的我，有些桀骜不
驯，有些悲伤；旁边有一棵绿色的大树，代表了自己成长的部分，
这边黑黑的，代表的是未知的部分……我发现自己的青春期好
像也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糟糕。而且，最后做完的时候，我想
跟自己说一句话：你很珍贵，真的。

回忆并不如自己想象中那么糟糕，而艺术让其更完整的重新呈
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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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倡
导

WABC致力于以艺术为媒介，搭建一座精智障碍特殊人群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
梁。一方面，通过开展各类社会融合活动，引导让学员走出社区，在与公众的接
触互动中逐渐恢复学员们的自信心；另一方面，还会通过举办专题展览、销售衍
生品、社会化倡导等方式，增强公众对特殊人群的关注和认知，帮助他们更广泛
地融入社会生活。

2500+
万人次 13次

品牌倡导活动传播曝光量级

83次
社会融合活动

103个
合作伙伴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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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画廊”小程序上线

2018年8月，“小朋友画廊”小程序正式上线。小程序里通过不同栏目
呈现了WABC学员的艺术作品、融合活动及各城市公益艺术中心的
动态资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小程序，让大家看到更具体更真实的“
小朋友”

“错袜Talk”（小朋友画廊一周年纪念活动）

2018年9月2日，WABC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成功举办小朋
友画廊一周年纪念活动⸺错袜Talk。此次活动我们和Bottle Dream
联合主办，包含主题演讲、小朋友画廊及衍生品展览和线下互动等
多个板块，吸引了300 余名观众到场。活动中，观众及嘉宾都穿上错
袜，为生而不同勇敢发声，为社会融合的议题发出倡议。

异彩：融合的图景

2018年12月，WABC举办一年一度的原生艺术视觉盛宴⸺“异彩”
画展，本次艺术展览的主题是：融合的图景，展出作品来自WABC各
地工作室、北京天真者公益发展中心、深圳元平特殊教育学校、
MakeStudio等国内外同行机构，以及WABC彩色星球、一扇窗计划、
麦田教育基金会等留守儿童相关公益项目。

公众倡导节日⸺“错袜日”

2018年12月23日，WABC继续发起“错袜日”公益活动，呼吁明星和
公众穿上不一样的袜子，旨在通过这一趣味形式，打破社会对精智
障碍特殊人群的偏见，接纳和守护每一个不同。微博上，我们的话题
#错袜日，勇敢不一样#和#错袜不错哇# 共计收获1937万阅读量和
2.8万互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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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合作类】
WABC x 木九十

为呼吁更多公众关注自闭症儿童，WABC与木九十携手开了“童画眼镜店”，
出售联名款公益眼镜套装，眼镜盒画作均有WABC学员刘一创作，每售出一
副木九十将捐款50元，支持WABC为自闭症群体开展公益项目。

WABC x MOLLSI

不一定每个孩子都需要成为艺术大师，但来自WABC的小龙、捷麟、隽昊三
位学员，他们用画打动了香港雨具品牌MOLSSI，让孩子们的画作跃于伞面，
推出的三款公益联名伞于四月二日世界自闭症关注日发布，并将50%的销
售额捐赠WABC用于帮助特殊人群。

WABC x Quanis

5月，WABC携手日本化妆品牌Quanis，鼓励学员以“妈妈的眼睛”为主题进
行创作，在这一双双眼睛里有关爱、疼惜、守护，有始终不放弃的信念和陪伴
在左右的温柔。Quanis把WABC学员洋洋的作品印制在“Quanis眼贴母亲节
限量款礼盒”上，每售出一盒，将捐出50元给WABC，用于支持开展帮助自闭
症群体的公益项目。

WABC x 腾讯

六一儿童节，starry color推出腾讯六一礼品⸺LOOKING FOR FRINENDS，
这份暖心礼品的设计元素均提炼于WABC小朋友的日常画作，并由陪伴小
朋友上课的来自腾讯的志愿者设计而成，礼品上印有害羞的企鹅、爱笑的章
鱼、挺拔的树苗……

WABC x 联想

9月， WABC携手联想推出“公益系列”笔记本定制款。我们将“小朋友画廊”
中的三幅画作《大海》《斑驳的风景》《热气球的冒险》设计成笔记本封面，用
户购买联想小新系列笔记本“公益系列”定制款，只需再加1元，即可获得“小
朋友画廊”定制款封面。

【线上传播类】
WABC x 轻松筹

小朋友画廊一周年之际，WABC和轻松筹联合出品特殊“小朋友”关爱画册，
这是一本3D动画立体书，包含30幅画作。活动鼓励用户在欣赏完“小朋友”
的画作后，为其“出版”一本关爱画册，并通过转发帮助他们赢得关注和尊重
。小程序上线3天，就有300万画册出版。

WABC x 京东

WABC携手京东电脑数码和京东公益携手发起“快乐一起造”系列传播活动
，多位明星与公益达人一起为特殊人群发声，10万人次公众在H5页面上参
与互动。双十一期间，京东开辟京东数码公益专场，与50余家品牌一起为特
殊群体发出倡议，并开展消费捐爱心活动。

【线下活动类】
彭于晏E行动-牵手星星的孩子

WABC于2018年3月携手彭于晏粉丝会，开启一次关于爱心关怀与艺术疗愈
的特别体验，开展了以彭于晏英文名EDDIE为主题的关于活力、勇气、梦想、
无限、探索的爱心行动，同时将活动作品做成画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粉
丝们最爱的“大彭友”彭于晏。

立邦墙绘

6月2日，WABC携手公益伙伴立邦、京东公益、以及五角场街道、六一小学，
在上海杨浦区开展了一场主题为“人生万花筒”的社区美化墙绘活动。近百
名志愿者共同参与，将一些学员们创作的一幅幅画作，呈现在社区墙面上，
让更多的人看到，感受到他们不善表达的外表下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

英国石油BP彩圈

12月15日，WABC上海的学员们与BP英国石油公司的企业员工们进行了一
场艺途彩圈融合活动，双方一起创作了色彩缤纷的画作，并分享了自己的创
作感受，活动后BP员工表示希望进一步接触特殊孩子，继续参与更多的志
愿者活动。爱与美是最好的语言，让大家彼此没有障碍，共绘出五彩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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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WABC与拜仁慕尼黑全球品牌大使交流活动

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的全球品牌大使比森特·利扎拉祖带着拜仁冠军奖杯和
伯尼熊一起来看WABC的孩子们，WABC学员代表小龙为利扎拉祖送上亲笔
绘制的肖像画。

3月 共融地点原生艺术展

2018年2月，WABC签约艺术家小燕子（化名）的十余幅画作参展“共融地点
⸺日本和中国的原生艺术”展。展览由日本无界限艺术美术馆NO-MA、滋贺
县政府等团体主办，WABC艺途公益基金会协办。

4月 WABC上海开放日

4月12日，WABC上海公益艺术中心举办了开放日活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教育项目主任、Make Studio执行总监、WABC艺术总监就中美特殊人群艺术
项目进行了交流。

4月 沃顿中美峰会

沃顿中美峰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WABC无障碍艺途创始人、“小朋友画
廊”发起人苗世明出席了“与青年领袖一起玩转社会创新”板块活动，与在座
观众分享了去年火爆微信朋友圈的“小朋友画廊”背后的跨界公益。

7月 第三届NOBO无界国际艺术展

2018年第三届NOBO无界国际艺术展⸺心智无界展厅，由NOBO无界组委
会和上海艺途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在北京、纽约、巴黎、内罗毕和里约五座
国际都市举办巡展，106位WABC小艺术作品入选艺术展，。

“角色”获奖信息

由谢鹏导演的WABC基金会公益纪录短片《角色》入围并荣获2018年加拿大
国际短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2018年国际A类短片棕榈泉奖—最佳纪录片
入围奖。 16

 
World of Art Brut Culturl 2018 Annual Report



17

财
务
概
要

0.00

4,000,000.00

8,000,000.00

12,000,000.00

16,000,000.00

2016 2017 2018

12,038,953.29

7,500,742.897,892,225.53

15,882,896.59

9,354,200
8,481,600

近三年收入与支出情况

2018年捐赠来源分布结构

2018年筹款总金额15,882,896.59元（人民币）。
其中来自公众的捐赠金额占比78.68%，企业占比10.63%

其他
1%

3%

政府
4%

公众
79%

版权
2%

企业
11%

 
 WABC无障碍艺途2018年度报告



18

2018年支出情况

2018年筹款总金额15,882,896.59元（人民币）。
其中来自公众的捐赠金额占比78.68%，企业占比10.63%

支出总额 12,038,953.29
项目支出 10,400,084.16

9,804,940.18
167,170.43
200,418.59

专项基金 1,000,000.00
管理费用 485,173.08
筹款费用 23,696.05
其他费用 130,000.00

2018年排名前十的资助方
深圳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公募） 11,819,310.73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公募） 776,699.03
夸客金融 400,000.00
北京险峰公益基金会 291,262.14
高通 203,871.00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174,757.28
上海慈善基金会 145,631.07
广州省唯品会慈善基金会 105,000.00
北京艺美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
于晏往返彭于晏后援会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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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合作类】
WABC x 木九十

为呼吁更多公众关注自闭症儿童，WABC与木九十携手开了“童画眼镜店”，
出售联名款公益眼镜套装，眼镜盒画作均有WABC学员刘一创作，每售出一
副木九十将捐款50元，支持WABC为自闭症群体开展公益项目。

WABC x MOLLSI

不一定每个孩子都需要成为艺术大师，但来自WABC的小龙、捷麟、隽昊三
位学员，他们用画打动了香港雨具品牌MOLSSI，让孩子们的画作跃于伞面，
推出的三款公益联名伞于四月二日世界自闭症关注日发布，并将50%的销
售额捐赠WABC用于帮助特殊人群。

WABC x Quanis

5月，WABC携手日本化妆品牌Quanis，鼓励学员以“妈妈的眼睛”为主题进
行创作，在这一双双眼睛里有关爱、疼惜、守护，有始终不放弃的信念和陪伴
在左右的温柔。Quanis把WABC学员洋洋的作品印制在“Quanis眼贴母亲节
限量款礼盒”上，每售出一盒，将捐出50元给WABC，用于支持开展帮助自闭
症群体的公益项目。

WABC x 腾讯

六一儿童节，starry color推出腾讯六一礼品⸺LOOKING FOR FRINENDS，
这份暖心礼品的设计元素均提炼于WABC小朋友的日常画作，并由陪伴小
朋友上课的来自腾讯的志愿者设计而成，礼品上印有害羞的企鹅、爱笑的章
鱼、挺拔的树苗……

WABC x 联想

9月， WABC携手联想推出“公益系列”笔记本定制款。我们将“小朋友画廊”
中的三幅画作《大海》《斑驳的风景》《热气球的冒险》设计成笔记本封面，用
户购买联想小新系列笔记本“公益系列”定制款，只需再加1元，即可获得“小
朋友画廊”定制款封面。

【线上传播类】
WABC x 轻松筹

小朋友画廊一周年之际，WABC和轻松筹联合出品特殊“小朋友”关爱画册，
这是一本3D动画立体书，包含30幅画作。活动鼓励用户在欣赏完“小朋友”
的画作后，为其“出版”一本关爱画册，并通过转发帮助他们赢得关注和尊重
。小程序上线3天，就有300万画册出版。

WABC x 京东

WABC携手京东电脑数码和京东公益携手发起“快乐一起造”系列传播活动
，多位明星与公益达人一起为特殊人群发声，10万人次公众在H5页面上参
与互动。双十一期间，京东开辟京东数码公益专场，与50余家品牌一起为特
殊群体发出倡议，并开展消费捐爱心活动。

【线下活动类】
彭于晏E行动-牵手星星的孩子

WABC于2018年3月携手彭于晏粉丝会，开启一次关于爱心关怀与艺术疗愈
的特别体验，开展了以彭于晏英文名EDDIE为主题的关于活力、勇气、梦想、
无限、探索的爱心行动，同时将活动作品做成画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粉
丝们最爱的“大彭友”彭于晏。

立邦墙绘

6月2日，WABC携手公益伙伴立邦、京东公益、以及五角场街道、六一小学，
在上海杨浦区开展了一场主题为“人生万花筒”的社区美化墙绘活动。近百
名志愿者共同参与，将一些学员们创作的一幅幅画作，呈现在社区墙面上，
让更多的人看到，感受到他们不善表达的外表下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

英国石油BP彩圈

12月15日，WABC上海的学员们与BP英国石油公司的企业员工们进行了一
场艺途彩圈融合活动，双方一起创作了色彩缤纷的画作，并分享了自己的创
作感受，活动后BP员工表示希望进一步接触特殊孩子，继续参与更多的志
愿者活动。爱与美是最好的语言，让大家彼此没有障碍，共绘出五彩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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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其他团体】
Art Enables
Friendship Heart Gallery and Studio
JEEP车友会
Make Studio
NOBO无界国际艺术展
Visionaries and Voices
一扇窗计划
上海公益新天地园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
上海市虹口区密云学校
上钢街道阳光之家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中央
中国慈善联合会
中央美术学院
佛山市南海区社会服务联会
全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联盟
北京启蕊康复中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天真者公益发展中心
北京市大兴区家长组织点位
北京市房山区鸿达助康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温馨家园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卢湾辅读实验学校
四川省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
复旦大学社会工作学系
天河南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天河第一实验小学
孟加拉尤努斯中心
广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
广州市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
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
广州市爱德公益发展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融爱之家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彩虹雨儿童智能训练中心

恩派
成华助残社会组织示范基地
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
成都市成华区残疾人联合会
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
成都市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成都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
杭州仁爱家园小营工疗站
杭州仁爱家园望江工疗站
杭州仁爱家园紫阳工疗站
杭州仁爱家园西溪工疗站
杭州市上城区残疾人联合会
杭州市上城区民政局
淮海街道阳光心园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政府组织部
深圳市南山区民政局
深圳市宝安区心星园训练中心
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
深圳市爱佑和康儿童康复中心
珠海市自闭症互助 协会
纪勋初等职业技术学校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老西门街道阳光之家
莆田市城厢区霞林学校
莆田市荔城区特殊教育学校
融爱融乐
西安美术学院
贵阳爱心家园
金杨阳光之家
长江商学院
陆家嘴街道阳光之家

【基金会】
四川手拉手慈善基金会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亚洲动物基金会
京东公益基金会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
北京险峰公益基金会
华新慈善基金会
杭州市上城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
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
爱佑慈善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黄奕聪慈善基金会

【个人】
Janice Hoshino
Jill Scheibler
Marget Landman
卜康
吉·达勒维 G.Dallevet
孔祥东
常思思
张大奕
彭于晏
洛翰 Loren
相杨
罗大佑
艾福杰尼
高圆圆
黄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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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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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黄奕聪慈善基金会

【个人】
Janice Hoshino
Jill Scheibler
Marget Landman
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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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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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Anomaly
Fesco
MOLSSI
上海榔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Link Films)
世茂集团
中汇信泰投资
享物说
京东电商
仟像映画
众安健康
住友制药
佛罗伦萨小镇
保时捷西湖中心
前途驿
北京明弘科贸责任有限公司（植物医生）
北京泽谷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瑞福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路途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北欧极光音乐节
北辰青年
华设财富
南京宜家家居有限公司
南京广电猫猫新媒体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北京分行
南方都市报
印象笔记
同道精英（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猎聘）
唯品会
壹心理
外滩茂悦大酒店
天津红果娱乐有限公司
太保安联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艺天影视
广州K11购物艺术中心
广州混际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Remixlab）
强生
微信
微信
捷成洋行

摩点
新丝路
新浪四川
新空间
方太厨房
明善道管理顾问
星展银行
杭州滨江银泰喜来登大酒店
杭州福朋喜来登酒店
汇丰银行
泰然集团（小泰公益）
洛客设计
流利说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温江美信·金马湖马会俱乐部
湖南光合作用商贸有限公司（木九十眼镜）
瑞趋文化
瓶行宇宙
生米组成
百达翡丽
盒子美术馆
科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美国Adobe公司
美国高通公司
腾讯
腾讯大申网
英国石油公司
赛诺非（北京）制药有限公司
轻松筹
链娱科技
阿斯顿马丁-成都
阿里巴巴集团
青岛乐葆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媒体】
中国中央电视台
凤凰公益
南方报业集团
腾讯大申网
澎湃新闻
三联生活周刊
文汇报
中国慈善家
Tatler尚流
华商网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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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地址：中国上海市黄浦区普育西路105号公益新天地5号楼辅楼
联系电话：021-61032608
电子邮箱：info@wabcchina.org
官方网站：www.wabcchina.org
官方微博：@WABC无障碍艺途

愿每一个人
都能生活在

充满美与爱
的世界里

扫码支持“小朋友”画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