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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助残社会企业的践行者

源起：最初的心

2004 年，刘强因亲戚的孩子
在南京脑科医院看病，从此与孤
独症结下了不解之缘。 孩子被送
到当时一位叫陶菁菁女士办的

“明心孤独症康乐园”康复训练，
两周后孩子的行为习惯有所改
善。 刘强出示了一份 2005 年 3
月 3 日《南京晨报》对明心的整
版报道，其中一个小标题“学校
越搬越远、越办越小”就是当时
的写实。 面临困境的陶老师找到
了正在南师大负责筹备教育产
业公司的刘强。 而真正打动刘强
的心的是，挺着七个月婴儿大肚
子的陶菁菁面向记者求助时说
的那句话：“我可以把所有的资
产和资料都捐赠给他们，只要以
后生完孩子让我回来做一个教
师就行了。 ”刘强迅速完成了一
篇《关于创办南师大明心孤独症
康乐园》的可研报告，附带着当
时那份报纸找到了当时分管后
勤集团的副校长。 于是有了刘强
及所在的南师大教育公司与孤
独症儿童康复教育的缘。

明心见性，有爱不孤独！

2006 年，他们将明心康乐园
从过渡了一年的宁海路奥数培
训学校，五易校址，搬迁至玄武
区樱铁村安家落户。 来到了玄武
区樱铁村， 真正找到了家的感
觉。 一方面，明心走出了频繁搬
家，“越搬越远、 越办越小的困
境”；另一方面，随着十一五的全
面启动，孤独症孩子被列为精神
残疾，受到政府及社会的更多关
注，而明心也有了残联和教育局
作为业务主管单位，正式注册成
为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民办非
企业单位。

2009 年，刘强毅然辞去有着

稳定待遇的南师教育产业高管
层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前途未卜
的孤独症儿童康复。 他组织中心
于 2009 年初大胆创新引入 ISO
9000 质量管理，开始了在孤独症
训练机构贯彻 ISO 9000 质量管
理体系的实践。 很快，明心进入
了中国残联精协孤独症视野，刘
强在中国精协孤独症委员会成
立大会暨孤独症社会组织发展
论坛上作为全国七家孤独症服
务机构代表之一做了《ISO 质量
管理体系在孤独症服务社会组
织中的应用》专题发言。 明心开
发的《孤独症儿童与社区儿童融
合互动游戏教本》荣获了 2009 年
度全国首批社区教育特色课程。
明心成为江苏省唯一的、连续三
次获得国家财政立项支持的基
层社会组织，项目个案作为典型
案例被编入了《中国政府购买社
会组织服务研究报告》。 为了解
决日渐长大的孤独症儿童受教
育问题，团队还率先在机构内开
设孤独症融合班和小学班，得到
家长和社会好评。

生命阳光 温馨家园

为了让更多大龄孤独症的
成年康复托养不再成为问题，刘
强和团队开始考虑创办大龄心
智障碍人士的托养机构。 2011 年
9 月， 刘强的团队成功中标南京
市政府十大民生工程———市本
级残疾人托养中心项目。 在南京
市残联的全力打造下，宁馨阳光
家园应运而生， 专门为 16 周岁
以上的大龄心智障碍人士提供
康复训练、托养、庇护性劳动、辅
助性就业及职场援助服务，成为
国内为数不多的较早为大龄孤
独症提供生涯支持的服务机构。

CCTV 焦点访谈这样报道
宁馨：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很多
地方也已经开始探索。南京宁馨

阳光家园，由南京市残联购买服
务，社会组织进行运营管理。 在
这里， 很多大龄的孤独症孩子，
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和技能培训。
根据孤独症孩子的特点，这里开
设了程序简单、劳动重复的手工
制作课程，做成的成品，会在他
们自己的淘宝店卖出，孩子们会
拿到计件工资。 表现好的孩子，
还会被选到楼上的工厂，签正式
的劳动合同， 成为真正的工人。
运营 5 年多来，宁馨阳光家园成
为“全国阳光家园示范机构”、

“江苏省民政 4A 级社会组织”、
“南京市十佳残疾人托养服务机
构”等，成为国内小有名气的大
龄孤独症服务机构。因为专业度
高，且收费低廉，全国各地的大
龄孤独症家庭慕名而来。一度有
5 位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为了方
便在宁馨托养，在宁馨附近买了
房子。

从输血向造血转变
打造社会企业模型

2015年 7月 11日，刘强和中
心的一名老师带两名心智障碍学
员来武汉参加了第五届全国残疾
人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二届全国残
疾人展能节。 他们的“互联网+众
筹” 项目以及学员们现场制作的
缤纷果冻蜡让参展的所有人眼前
一亮。 而真正让刘强眼前一亮的
是代表贵州的助力聋人就业的侗
医无声头疗。惊喜之余，刘强立刻
有了新的思考。 前场为聋人就业
提供门店服务、 后场为心智障碍
群体庇护性劳动及辅助性就业提
供后场用品保障， 这样的模式在
他看来简直完美。

他很快把“侗医无声头疗”
项目引进南京并创新实践。 2016
年 2 月，按照社会企业模式打造

的南京首馨发源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注册成立。 通过心语工程以
侗医无声头疗店面为载体，透过
心理及行为能力适应性调整、劳
动态度及工作能力适应性培养、
合作精神及社会融入适应性转
变三个维度，让心灵纯净、双手
灵动、执行缜密的聋人做头疗技
师，心智障碍人士在后场庇护性
劳动，实现残障人可持续体面劳
动、就业，完成精准脱贫、实现价
值。 顾客们来到侗医无声头疗
店，均能在这里收获一份此处无
声胜有声的感动。 公司侗医无声
头疗项目成为南京玄武区 2016
年经济发展奋斗目标、入选爱德
基金会 2017“原力觉醒”社会企
业支持计划、2017 中国慈展会认
证社会企业。 刘强荣获第五届中
国社会创业家之星江苏分赛区 5
强、2018 上海财经大学第三届优
秀社会创业家。

■ 燕客卿

刘强，一个孤独症行业、成年残疾人托养服务界绕不开的话题
人物。 他是全国“自强自律孤独症服务机构”创建活动倡议人，曾任
中国精协孤独症机构服务协会常务理事，联合创办过南京明心和南
京市宁馨阳光家园服务中心，孤独症服务行业中较早尝试将 ISO 质
量管理体系运用到孤独症服务机构，较早探索从孤独症儿童康复训
练到成年托养模式的生命全程支持。 其创办的首馨发源健康管理公
司，前场实现无声聋人作为头疗技师就业，后场带动心智障碍群体
实现庇护性劳动，已成为公益向商业转型的社会企业案例。

从一名高校教职工到一名地地道道的助残服务社会工作者，十
几年来风雨兼程。 这是一种怎样的经历和体验呢？

问：办过小龄孤独症康复机
构， 运营过大龄托养服务机构，
也办了社会企业，最大的困惑是
什么？

刘强：绝大多数小龄孤独症
康复机构都是从早些年无人问
津的苦日子熬过来，儿童抢救性
康复训练政策越来越好了，但也
各有各的难处，如何发挥更大公
益性是持续的课题；大龄托养服
务机构因政策滞后、购买能力不
足诸多困难无法良性持续运转
是亟待破解的难题；社会企业属
新生事物，怎么做？ 怎样才能做
好？ 都是要在实践中解惑。 开办
侗医无声头疗三年多来，更体会
到做企业才是最难的，企业家才
是当下社会最有能力关怀社会
问题的精英。 为什么这么说？ 真
正的公益其实只要财务透明、运
作规范、服务专业，虽然没有造
血功能，但是总可以有机会获得
政府、企业及社会大众的购买和
支持。但是企业则只有靠实实在
在的产品、服务创新，存活在真
刀真枪的市场环境中。

问：如何看待“公益向右，商
业向左”？

刘强：在发达国家，公益组织
也许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
基金会、慈善组织筹款、公益组织

干活、媒体传播本身就是很好的
搭档，我们国内的公益组织也是
这么向往的。 否则只会倒逼很多
慈善、公益组织走向自我造血之
路，或者干脆为钱而做自己不见
得喜欢做的活，从而违背了初心！
运用商业思维推动公益发展、运
用公益力量助推商业良性发展
应成为公益与商业共谋的新目
标。有人说：“世界上两件事最难：
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
脑袋，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我们
的口袋。 ”前者成功了叫老师、叫
教授，后者成功了叫老板、叫企业
家。 而公益社会组织的小伙伴们
恰巧既要学会做老师又要学会
做老板，还真是有点勉为其难了。

问：你是如何理解社会企业的？
刘强：我曾经比较认同社会

企业光谱之说。 社会企业图谱简
明的描绘出企业的纯慈善式和
纯营利式两元结构。 广大寻求公
益创新的社会组织应居于两者
之间。 社会企业也许还可以包括
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公益创新，
而这公益创新，首先要做到超越
为组织举办者、管理者、员工或顾
客创造利润的目标，以维持和改
善社会而提供和改进社会服务；
除了开发举办者的善意之举外，
社会服务机构还必须如同营利

性企业组织一样，寻求创新的方
式、方法以创造利润，用慈善的商
业模式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成
为商业化和公益事业的综合体。
当然，我认为社会企业首先是企
业，社会二字是他的定语。

问：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刘强：人类最大的梦想是过

着富裕且高尚的生活，富裕而非
贫穷，高尚而非低贱。 为了守住
这个梦想， 多少人在风雨中站
岗，在黑暗中放哨……我相信每
个公益人和公益组织以及社会
企业都会有特别的使命。正义也
许会迟到， 但是永远不会缺席，
我们也期待一个公正的结果！公
益实践经历给我最大的收获应
该是垂炼了一颗感恩的心、强大
的心。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
恰巧给了我们社会企业光谱理
论下不同选择的经验与教训。接
下来我更愿意继续做社会企业
的践行者，尽管面临的依然会是
全新的未知与挑战。如果之后有
福报做好商业多赚到钱就拿出
力所能及的一部分善款捐赠到
基金会支持那些真正做公益的
人和社会服务机构。 也更期待，
在更多爱心企业践行企业社会
责任的行动下，和同仁们一道实
践出更多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

南京明心儿童益智教育培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