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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来自星星的孩子”要发光
特殊教育给自闭症儿童带来一丝希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春雨 李静
视频直播 王倩

重复千百次

17岁的栋栋坐在教室里，用
手卷着一个彩色的衍纸条。

精确地将纸条穿到衍纸针小
小的缝隙里，一朵小小的花在栋
栋的手指间绽放——— 这是千百次
训练的结果。每次上课之前，老师
都要重新教一遍上一节课的内
容，直到重复无数次，让制作衍纸
花成为一种精准的肌肉记忆。

这是济南黎明学校职业班的
课堂。栋栋是一名自闭症患者，他
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和班
上其他唐氏、精神障碍等同学不
同，栋栋显得格外安静。即便是坐
在同学中间，他也没有任何对外
的沟通。

这是栋栋在职业班的第二
年，明年夏天，他将会毕业走出学
校——— 18岁的栋栋，将迈入成人
的社会。

一切看上去都像个普通的学
校：操场上洒满阳光，教室里贴着
标语和彩色的贴画。但这个学校又
完全不同——— 走进教室，里面坐着
的都是已经不能称之为“孩子”的
孩子：一群18岁左右的少年们，个
子高高大大，看到记者脸上露出和
年龄并不符合的单纯笑容。

车丽霞像哄幼儿园的小朋友
一样，哄着眼前6位“大孩子”。制作
衍纸花可以锻炼手部肌肉，也能锻
炼专注度和灵活度。作为衍纸课的
老师，教学生学会简单的衍纸花，
需要2—3个月的时间，如果是普通
学生，哪怕是小学生，可能也仅仅
需要一节课的时间就能学会。

在黎明学校的职业班，学生将
用三年的时间学习面点和手工艺
制作的课程，为将来走向社会作准
备。每个教室都专门开辟出一个角
落作为展览室，里面放着学生制作
的手工作品：黏土制作的绿色豆
荚，因为成熟而炸开的豆荚露出颗
颗圆润的豆粒；手工编织的中国
结，四个边是四种颜色的丝线编
成，中间打出一个好看的结；串珠
制作的海绵宝宝，用白色的珠子做
了两个大板牙——— 海绵宝宝标志
性的笑容，笑得开心又治愈。

济南黎明学校的职业班，招收
年满15周岁，已完成义务教育具有
一定学习能力及动手操作能力的
智障学生，包括孤独症、自闭症等
在内。在三年的学制中，学校的老
师们希望通过制作手工的方式，让
这群特殊的孩子能够掌握一技之

长。
在卷一个红色衍纸花的时

候，栋栋试了多次，但纸条依然没
能穿入针孔。

车丽霞走到栋栋身边，手把
手地教栋栋制作，面对站在身边
的老师，栋栋没有反应，甚至没有
抬头，只是机械地在车丽霞的辅
助下将纸条穿过了针孔。

这一节课学会的东西，下一节
课车丽霞也需要重新教一遍。自闭
症的核心症状是语言和社交能力
方面的障碍，病症呈谱系分布，具
体到每一个患者身上的表现几乎
都是不同的。但在学生之间，自闭
症的孩子一眼就能看出来——— 隔
离于世界之外，不管身边如何喧
嚣，他们始终沉默，偶尔的表情和
动作，也往往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
入。没有人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
快乐或者是难过，都像隔着一层。

世卫组织的调研显示，全
球每160名儿童中，就会有1名。
依据已有的调查数据保守估
计，我国的自闭症发生率大约
也有1%。这意味着，中国如今至少
存在超过1000万名自闭症患者，其
中200万是0-14岁的儿童，其中绝
大多数是成年人，每年还将有约20
万名新生患儿降临到我们身边。

此外，和其他显性疾病不同，
自闭症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广
泛而深刻的误解，例如以为只是
孤僻一点、不太合群而已。事实远
非这么简单，它是发育障碍的一
种，7成患者伴有智力问题和社交
障碍。然而，人类医学至今仍对其
束手无策，连病因都未找到。也许
是宝宝的基因问题，也许是先天
的染色体疾病，也许是怀孕期间
接触的环境风险……

就像一场随机的命运游戏，
任何检测都无法预料。很多妈妈
原本对此一无所知，直到2岁以
后，才通过发育迟缓、学不会说话
等症状，察觉到了孩子的异常。

这意味着，这个病没得治。
没有谁永远是孩子，自闭症

患儿也是一样。这群“星星的孩
子”，也会长大。当孩子变成了少
年，变成成年人，他们将走向何处？

“最好的样子”

17岁的自闭症患者康治捷一
手拿着麦秆，一手拿着胶水，将麦
秆贴在描好“福”字的画纸上，他
在制作非遗麦秆画。

到了“下班”时间，康治捷独
立穿好外套，在妈妈王宽美的提
醒下对记者说“姐姐再见”，临走
时还不忘戴上冲锋衣的帽子。如
果只是路上遇见，记者会以为这

是个普通又有礼貌的年轻人。
康治捷是很多自闭症患者父

母所能想象出的“最好的样子”。
他会独立穿衣、吃饭，还会写字，
对色彩敏感，画画特别好，曾经一
幅画拍卖出了万元的价格。

“成功的”康治捷背后，是妈
妈王宽美17年来日夜不离的陪伴
和教导。43岁时生了康治捷，这个
漂亮的男孩让全家沉浸在兴奋
中。在一两岁的时候，康治捷就表
现出了超出同龄人的聪明：一岁
半就会用勺子，说话比同龄人更
早，口齿更清楚。

在孩子长到三岁的时候，王
宽美发现了孩子的不同——— 越来
越不爱说话，并且会有一些莫名
其妙的固定动作。王宽美带着康
治捷走遍了济南的三甲医院，但
所有的大夫都给出一个诊断：自
闭症。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宽美拒
绝接受医生的“判决”。她甚至将
孩子的病因归类于自己很少带他
出去，造成了孩子性格孤僻。为了
治疗孩子的“孤僻”，王宽美还是
在医生的建议下为康治捷找到了
一家香港的孤独症康复训练机
构。在专业老师的训练下，孩子很
快表现出了可喜的进步：会喊“爸
爸好”“妈妈好”“老师好”。

王宽美看到了孩子“走出孤
独”的希望，并且将孩子送入了普
通的小学，为了照顾孩子，王宽美
成了孩子的同桌。

“孩子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作
业，其他小朋友也能跟他相处，找
他来玩。但是我受不了了。”王宽美
说，课下看到其他孩子玩耍、调皮，
而自己的孩子永远无法融入进去，
这每一幕都深深刺痛自己，“我从
来没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好，但看到
普通的孩子，我精神要崩溃了。”

在普通学校读了一年后，王
宽美再次将孩子转入孤独症康复
训练的机构，并且一直待到16岁。
2020年，在王宽美和众多爱心人
士的筹备下，康治捷和其他一些
大龄心智障碍者来到济南市历下
区创益园，成立了“星工坊”。

“他们渐渐长大，到了该就业
的年纪，我们希望能通过家长辅
助、引导来挖掘孩子的特长，尝试
做一些高附加值的文创产品，让他
们实现‘谋生’。”机构的负责人龙
源说，这种心智障碍者做文创产品
的就业方式在省内应该是首创。

实际上，一直以来，大龄心智
障碍者家长们都在为孩子如何就
业做出努力和探索。“我们没办法
一直陪着他，希望我们没了，他也
能生活下去。”龙源说，心智障碍
者就业喊了很多年了，全国各地
都在做，大多是洗车、保洁以及低

端手工。有美术功底的康治捷在
接触了非遗的麦秆画后，王宽美
跟“星工坊”的家长们沟通，让孩
子们尝试学习非遗麦秆画，“作为
艺术品，附加值也比较高。”龙源
说，选择做高附加值文创产品，是
希望能够给更多心智障碍的孩子
做一个表率，“他们也能学会，也
能创造价值”。

漫漫征途

实际上，“星工坊”的每个家
长背后，都有一段崩溃的历史。

在儿子确诊后的一年里，龙
源带着孩子跑遍了全国最有名的
精神科，“希望哪怕一个医生说

‘不是’。”龙源说，希望破灭后，龙
源开始按照医嘱为孩子做复健。

“2000年左右，出去复健一趟
的花费大概1万多，按照我跟我老
公当时的工资，要不吃不喝攒上
半年。”龙源说，当时全国都没有
几家孤独症康复训练机构，想要
去做康复，除了高额的费用外，还
需要排队，一个康复疗程3个月，
可能需要提前排队3个月。

国外有研究显示，自闭症家
庭每年为孩子的医疗支出，要比
普通家庭平均高出4-6倍。这还
不包括参加特殊教育、康复训练
的机构培训课程。

挺过了前期的康复训练，又
面临着后来的上学，孩子没办法
跟普通的孩子坐在一起读书，龙
源又开始为孩子寻找能够接收的
特殊学校。“这种学校很少，一开
始选的一个学校孩子在里面吃得
不好，看着很瘦，穿得也不干净，
我就开始给孩子反复地换学校。”
为了支付特殊教育学校高昂的学
费，龙源又开始联合其他家长奔
走寻求相关政府补贴，“虽然我们
没享受到补贴，但是现在政府已
经出台了一些政策补贴，我们也
觉得欣慰”。

她的孩子从未享受过任何渠
道的补助。1982年中国首次确诊孤
独症患者病例，然而直到24年后，
在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
调查中，孤独症才首次被纳入精神
残疾范畴。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在2011
年公布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七彩梦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财政为3～6岁的贫困孤独症儿
童每年提供1 . 2万元康复训练补
贴，在残联定点的康复机构可以
减免费用，但前提是拥有残疾
证。但很多家长并不愿意为孩子
办理“残疾证”——— 和庞大的支
出相比，1 . 2万元康复训练补贴，
也只是杯水车薪。

如今孩子长大了，龙源面对的
压力更是前所未有——— 作为父母，
不能永远陪着孩子。当自己老了、
离开了，孩子怎么办？

“不敢想。从来没想过这个问
题，这个话题太难、太无助。”今年60
岁的王宽美湿了眼眶，“我从来没考
虑过我老了、我生病了该怎么办。他
这17年我没敢撒手一天，我怕一撒
手他出问题，我也就活不了了。”

“中国有超过1000万的自闭
症人群，200多万的自闭症儿童，
并且以每年将近20万的速度增
长；能够明确诊断的孩子已经成
为中度和重度，还有大部分轻度
的孩子在幼儿园和学校，这一部
分的孩子家长不知道，老师不知
道，实际上社会也不知道；全国教
育康复机构的服务能力30万，自
闭症发生率和机构服务能力之间
矛盾比较突出；机构主要围绕0到
7岁儿童开展教育康复，7岁以后
以及大龄人群的干预服务的需求
更强烈。”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孤
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孙梦麟坦言，国内自闭症教育康
复的学科建设不足，从绝对数量
看，全世界最多的自闭症人群在
中国，然而中国没有一所大专院
校可以输送马上能上岗的老师。
行业教师的培养主要靠各机构，
周期过长，远远不能满足发展需
求；希望政府可以推动院校的学
科建设，在师资培养上给予行业
更多的支持，在体制上，也能给优
秀民间机构办学提供政策支持。

不过，虽然前路几多坎坷，但
每一个自闭症的家长，都在一次次
的绝望中感受到希望。目前残老

“双养”模式正在积极推进，这有可
能给予自闭症等心智障碍者更好
的保障。从“星工坊”的发展来说，
也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前往报道，涌
入的不仅是爱心，更有对心智障碍
孩子作品的认可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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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儿童被称为
“来自星星的孩子”，形容
他们像遥远星辰那样，在
夜空中独自闪耀。世卫组
织 的 调 研 显 示 ，全 球 每
1 6 0 名 儿 童 中 ，就 会 有 1
名。依据已有的调查数据
保守估计，我国的自闭症
发生率大约也有1%。4月2
日是联合国“世界自闭症
关注日”，在这样一个特
殊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
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

黎黎明明学学校校职职业业班班，，孩孩子子们们在在

学学习习穿穿珠珠。。

—“世界自闭症关注日”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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