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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孤独症男孩步入成年
面对就业、成家和归宿，“如何托底”让陪伴他们的父母更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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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的烦恼与尴尬

小冰身高1 . 8米，体重200斤
左右，体格很壮，从外表看上去
与其他男孩没什么两样。进入青
春期以后，小冰也像其他男孩一
样，会对女孩产生萌动。走在马
路上，每当小冰遇到女孩的时
候，他总会多看女孩两眼，直勾
勾地看。他不懂得掩饰自己内心
的喜欢，也不明白女孩为何会绕
开他跑远。

小冰多了些青春期的烦恼，
母亲魏雪莹多了些尴尬的时刻。

“孩子小的时候没有遇到什
么尴尬的事，现在他长大了，我
们遇到的尴尬反而多了。”魏雪
莹能够理解小冰的生理反应，但
很难控制他的行为。

一旦发现小冰盯着女孩看，
魏雪莹就会提醒他。“你这样的行
为是不礼貌的，这样的行为是不
对的。”问题就在于，魏雪莹反复叮
嘱小冰，小冰却无法完全领会。孤
独症带来的社会交往、交流障碍，
使小冰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已
经越过了社会礼节的规范。

更多的时候，小冰的生活处
于平静的状态。魏雪莹感慨，“他
以前跟普通小孩一样，没有烦
恼，没有忧愁。”早上，小冰吃过
早饭后，会自己出门到小区玩。
下午，他会待在家里玩手机，打
扫卫生。

小区里大多数人都知道小
冰的情况，魏雪莹对此并不多加
避讳。“孩子总得出门，他不是瘫
了，不是不能动了。他是大人，别
人知道他的病情，未必是件坏
事。”为了让孩子多一些跟外界
交流的机会，她有时候不得不放
下自尊。

走出家门，小冰可以玩旱
冰、滑板，玩很多项体育运动。他
还喜欢玩电脑，打字的速度很
快。学习拼音，小冰与普通孩子
一样，也是七八岁的时候。老师
带着小冰反复念，小冰反复记
忆，“b”“p”“m”“f”。后来，小冰也
能够很快学会操作电脑。有时
候，魏雪莹给小冰一本书，小冰
会在几天内将一本书的文字全
部敲完。

小冰的每一点进步，都让魏
雪莹感到骄傲。

旁人眼中的“特殊”孩子

照片里，魏雪莹跟小冰并排
站着，做着搞怪表情。这就是普
通家庭里的一对母子。2000年，
小冰出生，却被命运选中。

“孩子小时候长得很精神，
很漂亮。”这是魏雪莹对小冰的
描述。但让魏雪莹感觉诧异的
是，小冰一岁多的时候，仍然不
张口说话。到医院后，小冰被确
诊为“孤独症”。

国内外的临床观察和医学
研究显示，患有孤独症的孩子都
存有不同程度的认知等能力障
碍。伴随他们的还可能有癫痫、
自伤、焦虑、抑郁等并发症状。即
使是那些各方面能力最好的孩
子，也将终身无法完全理解普通
人的情感世界。

“可是看起来，他一点都不像
有问题的孩子呀！”“孩子小时候从
窗台摔下来过，只是鼻梁有淤青，
不能造成这个毛病吧？”“他会跑过
去给你拿东西，为什么就是不说
话”……魏雪莹和丈夫不断地推
敲小冰患病的原因，又不断地将
这些设想推翻。而大量研究表明，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诱因是综合性

的，并非单一病因造成。
接受现实以后，丈夫负责孩

子的医药费和家里的生活费，而
魏雪莹决定辞掉工作，专心陪伴
小冰做感统训练。在孤独症患者
家庭中，这样的分工很普遍。《中国
孤独症家长需求调查问卷》数据
显示，有52.4%的家庭里有一人专
门放弃工作照看孤独症孩子，且
大部分都是由妈妈放弃工作。

从那以后，家、学校、康复中
心，小冰过上了“三点一线”的童
年。

“爸——— 爸，妈——— 妈”一个
字一个字地从小冰口中“蹦了出
来”。那一年，小冰已经4岁。“第
一次听到自己4岁的孩子叫妈妈
的那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那
天，魏雪莹照常带着小冰去做感
统训练。老师重复地教小冰说
话，突然就听到小冰张口出声。
那段时间，小冰的语言能力突飞
猛进，老师也非常惊喜。“过得真
快，那个阶段快忘了。只是高
兴。”魏雪莹感慨。

小冰会说话了，但他的语言
是破碎的，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
说，连普通的两个字都无法连贯
地讲出来。

好在小冰没有暴力倾向，魏
雪莹将孩子送进了普通幼儿园。每
次小冰念出一首儿歌的时候，魏雪
莹就会毫不吝啬夸奖孩子。尽管她
心里清楚，其他小朋友已经学会了
四五首儿歌，而小冰只能学会一
首。“有人说孤独症有记忆力特别
强的，我觉得他就是这种情况。”魏
雪莹接着补充，“但他的记忆都是
机械性的、模式化的。他能背过儿
歌，但是不能理解。”看到小冰的算
术本，是魏雪莹最头疼的事情。“算
术，就更不能提了。”

小冰的“特殊性”，让周边人
格外留意。“人家拦住他、吓唬他，
他就不敢动了，就躲在一边。”看到
这样的情形，魏雪莹心头一紧，决
定将孩子转到特教学校。

妈妈是“翻译官”

让魏雪莹感到欣慰的是，小
冰在正常年纪学会了穿衣吃饭。
但精细动作是个大问题，比如系
鞋带。魏雪莹只能用笨办法———

通过反复练习变成机械记忆。
情绪化，是难以避免的事

情。有时候，小冰遇到不想做的
事情，他就会不停地念叨。一旦

“点燃”小冰的情绪，他会“嗷”地
叫一声。为了控制小冰情绪的爆
发，魏雪莹会想尽一切办法，“不
知道付出了多少倍的耐心”。

最花费耐心的事情，就是关
于“钱”的问题。小冰知道可以从
网上购物，但是他对于钱没有概
念。“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有用没
用，不知道有没有必要买，也不
知道价格合不合适。”出于担心，
魏雪莹不敢给他的微信和支付
宝放钱。“他喜欢手机壳，十个八
个地要都是小事。他还想要挖掘
机，还有特别离谱的东西，你都
想象不到。”魏雪莹很无奈。

“咱不付出，谁付出啊！”魏
雪莹有时会责备自己。“咱不能
给他太好的条件，但是至少能够
保证他的温饱，保证他正能量。
幸运的是，孩子本性很善良，喜
欢帮助人。”

小冰上特教学校以后，魏雪
莹开始到社区工作，一方面可以
补贴家用，另一方面可以照顾孩
子。魏雪莹上班时，奶奶会给小
冰准备好早饭，爷爷骑电动车接
送小冰上学放学。

为了让小冰学会独自出行，
魏雪莹会陪他坐公交车，训练他
记路。魏雪莹说，“坐上车后，他
会自己报站，从哪一站上车，在
哪一站下车，他记得很清楚。”在
确认小冰准确记住路线以后，魏
雪莹决定放手让他尝试自己坐
公交车上学。前几次，魏雪莹会
很担心，总是悄悄跟在后面。发
现小冰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以后，
魏雪莹又教他下错站或者换乘
应该怎么处理。

小冰在特教学校认识了朋
友。有时候，小冰会跟朋友语音
聊天。魏雪莹说：“他们聊天的语
言都是比较简单的内容，比如吃
了吗、喝了吗，还有一些内容就
很难让人理解了。”

在外人看来，魏雪莹是小冰
的“翻译官”。“其实不是我和他
交流起来没有障碍，而是我很了
解他，我知道他想说什么。”魏雪
莹说。

“找对象的事情，不敢想”

说小冰长大了，那是因为他
确实有很多进步。成年以后，小
冰学会了洗衣服、扫地、擦玻璃，
还会烙饼。魏雪莹下班累的时候
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小冰能
够察言观色，然后靠近妈妈，陪
着她。“虽然孩子长大成熟带来
很多烦恼，但是欢乐比烦恼更
多。”魏雪莹感到知足。

可是在很多时候，小冰还是
个“孩子”。有一次，小冰自己出
门玩，回来就开始说脏话。魏雪
莹说：“孩子就是一面镜子。听他
回来说的话，就能知道他遇到了
什么事情。”小冰无法理解脏话
的意思，这时候魏雪莹只能反反
复复告诉他不能这样讲话。

2020年，小冰从特教学校毕
业以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一
起毕业的同学，有的到了蛋糕店
做糕点师傅，有的到公司做了保
安。魏雪莹说：“关键是他现在有
自己的主见了，他不喜欢干这些
工作。”小冰喜欢玩电脑，他想学
编程，而这个想法在今年更加强
烈。但这令魏雪莹感到棘手。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约
有800万以上的大龄孤独症患
者（14岁以上），而对于孤独症
患者的照顾通常只到10岁，个
别城市可以到16岁。在我国，大
龄高功能孤独症孩子的职业化
培训、择业、就业问题与需求已
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步入“大
龄”，甚至成年以后的孤独症患
者面临着就业的艰难选择。现实
情况是，不少人只能选择回家或
者托养。

山东省康复研究中心教育
康复部主任刘璐表示：“目前来
说，孤独症孩子的就业分为庇护
性就业和支持性就业。像这些孩
子，因为本身有障碍，如果在18
岁才开始接受职业教育，那就有
些晚了，所以他们应该把时间往
前移，在14岁左右进行一些职业
教育的干预。”刘璐还强调了环
境和职业对于孤独症患者的重
要性，“孩子的变化，很大程度上
来自周围环境的支持。如果一个
大龄孩子一直居家，无法工作，
他的进步可能会很小，也很难找
到价值感。”

全国政协委员黄绮这些年
一直在为孤独症患者的权益奔
走，他在今年的提案中建议出台
鼓励孤独症人士就业的支持政
策，健全家庭健康保险保障制度，
并设立孤独症家庭康养中心。

“找对象的事情，不敢想。要
是我有女儿，怎么会考虑嫁给他
呢？”但魏雪莹又有些期待，“俺
儿子除了略微差点，其他都挺好
的，长得也挺帅。看缘分吧，也许
有人能看上他呢。”想到小冰存
在甩手的刻板行为，魏雪莹的态
度又产生摇摆，“不过这种概率
很小。”

魏雪莹今年46岁，她清楚孤
独症会伴随小冰一生。魏雪莹坦
陈：“我没有要第二个孩子，因为
我觉得让另外一个孩子照顾他，
对那个孩子不公平。”这个母亲
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小冰学习更
多的技能，从能够自理变成能够
自立。谈起这个话题，魏雪莹心
情有些沉重：“以后，就是希望他
能找一个工作。咱活着的时候能
照顾他，但是咱走了以后，他该
怎么办呢？”

阳光明媚的日子，小冰会坐
上公交车去爬山。“成年人的世
界里，‘孩子’只能慢慢呵护吧。”
魏雪莹望着儿子高大的身影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魏雪
莹、小冰为化名）

齐鲁晚报记者 刘通
通讯员 赵珊珊

“我们要是能够
早点认清孤独症，带
孩子在专业机构康
复，就算他不能和别
的孩子交流，至少能
认得我们。”今年6月，
婷婷（化名）将迎来6
岁生日，像她这个年
龄的孩子，很多已经
准备上小学，她却只
能依靠妈妈，每天重
复着几个简单的动
作。

早期介入治疗，
对孤独症儿童身心发
育的重要性早已成为
业内共识，但在家长
群体中，对孤独症的
误解仍然占据不容忽
视的位置。婷婷的妈
妈在女儿确诊孤独症
后，以为是自己对孩
子的关心不够，为此
还放弃了工作，整天
陪在孩子左右，却不
曾带孩子到专业机构
接受系统的康复训
练。

“发现孩子有孤
独症的表现，有的家
长会认为只是一般的
发育晚，可以等等看；
也有家长认为是交流
关心不够，多关心照
顾就会好；还有家长
会认为是缺乏营养，
补充营养就会好起
来……”山东省精神
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
心理行为科主任刘金
同介绍，这些都是家
长对孤独症的误解与
偏见。据了解，在接诊
的孤独症患儿里，有
七成左右是轻度孤独
症，如果能够通过及
时系统治疗，加上家长的配合，这
群孩子可以拥有不一样的人生。

在电影《雨人》中，孤独症哥
哥雷蒙具有超凡的记忆力与计算
能力。“高功能孤独症人士，智力
损伤不是很明显，部分患者在某
些方面还可能存在比一般人更强
的能力，如超强的记忆力、计算
力、绘画能力等。”刘金同也提醒，

“不能说他们是天才，因为孤独症
患者整体能力存在缺陷，很多特
殊能力没有用武之地，其新闻价
值往往大于实用价值。”

比起高功能孤独症儿童，刘
金同认为应该将更多注意力放在
典型孤独症患者身上。已经14岁
的青青（化名），如今只会简单地
说出“爸爸”“妈妈”“奶奶”等词
语，基本没有社交能力，对疼痛、
温度等感觉也比一般人麻木，不
知痛痒，不觉冷暖。“每天都要最
少一个人全程看着他，因为他感
觉不到疼，水热水凉一时半会儿
也感觉不出来。”妈妈李女士说，

“如果不专门盯着，他会把手一直
泡在热水里面，快起泡了也不拿
出来。”

刘金同表示，典型孤独症患
者往往存在明显智力损害，比起

“雨人”，这类患儿数量更多，也更
需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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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延伸阅读
今年21岁的孤独症患者小冰，还是个“孩子”。时间，在他的身上

好像走得格外慢。在孤独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比例具有异于
常人的才能，而大多数孤独症患者都存在各式各样的病理特征。他
们成年以后都去了哪里？面对父母的衰老，面对生理机能和心理机
能的极度不匹配，面对就业、成家和归宿，成年孤独症患者该何去何
从？而如何“托底”他们的将来，让陪伴他们的父母更加忧愁和期待。

魏雪莹带着孤独症儿子小冰在科技馆玩音乐鼓。

今年的4月2日是第15个世界孤独症日。孤独症，又叫自闭症，是一
种广泛性发育障碍疾病。孤独症患者被称作“星星的孩子”，他们往往
存在社会交往障碍、交流障碍、行为刻板，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
天上的星星，遥远而孤独地闪烁着。据2019年发布的《中国自闭症发展
状况报告》，我国孤独症患者的数量可能超过1000万。在我国，大约每68
名孩子中就有1名患有孤独症。目前，孤独症尚无法完全治愈。

葛相关链接 孤独症是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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