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杨诚 2019年8月15日 星期四
观察 06

!"#$%&'()*+,-
./0123456778! 9
"# :*;<=>?@( $%"& $%
&'(ABCDEF* GHIJ
K2LM'NOP'QRSTU
VWX"#Y <=>?@(Z[
\]B& '%% ^_*`& (%%% a
LM'NY

)* b2OP'Z[cde'
fgh* ijklFmnop+
q'rstY uv0<=>?@
($%&'(A* OP'wxy
z{|0$%&'(A}~*�
���������yF{�
�*���j��������E
��<=>?@( $+"& $%&

'(A2`&��Y
<=>?@($%&'(A

W�3���������3[�
� � <=>?@(�PRS*¡
i¢`&j£L¤�¥'¦§2¨
©ª«¬�®'�¯°&±²³
´µ2¶ ·¸¢¹Y

º $%", [»¼�<=>?@
(½[� )%%% aLM'¬¾¿
ÀÁ`&� `&ÂÃ½k '%%%
_�`&��q1�Ä�ÅÆÇ:
ÈÉw¨ÊfËÌjÍÀÁMÎ
2®'-¬�ÏÐ���ÑÒÓ2
-ÔÕÖ×Ø�ÙÚÛ�Øc�Ü
¨Ëgh2-¬Y - [G�<=>
?@($%&'(AÝ}`&

-%%% aLM'N� B&Þßàá
âx )!%% ^_Y

BCDEF*�3�����
ã��äåã�æçè*<=>?
@(ä�ã�� éêµëìí*<
=>?@(ä�îã��(µïð
ñÊqò&'¬óUôs&'õö
æçèQ<=>?@(ôs0!·
¸&'÷øù8Y

<=>?@(ä�îã��(
µïðñUú*ûü$%&'(A
2Þý�Þ(þ°&Lÿ!"±#
23[$%�ò®'&'*()*
+,-.*/ûü013['N2
34ý�5|¶ Y

!! ""##$%&#

!"#$%&'( !"")*
+( #""",-./0

刘银艳

有一位家长， 为了让孩子学会耐心等候而不大发脾
气，一个假期内，花了1000多元钱，陪孩子去超市买了100
多次孩子喜欢的牙膏来练习排队；有一位家长，为了让孩
子进入普通学校时能安静听课40分钟，花了9个月时间；有
一位家长，为了让孩子学会在公共场所轻松如厕，花了7年
时间……

这是怎样的一群家长？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自闭症儿童父母。
“上帝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

当一个家庭出现自闭症儿童，“牵着蜗牛散步”就成为一个
家庭最核心的生活内容，其所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和精神
压力，让人难以喘息。

重压之下，考验自闭症家长的是不一样的坚强与耐心。
虽然诊断之初，他们有过无助、失望、彷徨甚至绝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家长会坦然接受现实，思路清
晰，不断调整目标，尽最大努力帮助孩子成长。

孩子学说话，比别人慢；孩子的认知，比别人慢；孩子理解
别人的意思，比别人慢；孩子的心智成长，比别人慢。甚至有的
终其一生康复训练，其心智可能还只有四五岁孩童的水平。

没关系，家长们有足够的耐心“牵着蜗牛散步”。教了3

天，还不认识苹果，没关系，就先教梨子香蕉；教了一周，认
知颜色卡片毫无进展，没关系，不认卡片就用彩笔画出来，
画了半个月， 终于开窍了……而每一项生活自理技能、与
人沟通技巧，都需要千次、万次甚至十万次的训练，所耗费
的时间与耐心，一般人难以想象；但他们用坚强的毅力，做
到了。含泪微笑，面对生活；让人心疼，也让人心生敬意。

他们这么努力，想获得什么呢？
他们一直在为孩子争取的，不过是希望他们能够跟普

通人一样正常地生活下去———能够不用遭受那么多异样
眼光，能够挣到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能够在父母老去后
独立工作、生活；想法再奢侈一点的，希望孩子能够拥有自
己的爱情，结婚生子，延续后代……

普通孩子父母触手可及的，却是 “星儿 ”父母梦寐以
求的。

一样为人父母，一样舐犊情深。随着自闭症发病率逐
年攀升，被沉重的命运之棒击中的“星儿”父母越来越多，
他们的现世之路忐忑难行：缺乏专业育儿资源、经济捉襟
见肘、亲人疏远、社会不接纳……承受着诸多压力，成为抑
郁症和焦虑症发病的高危人群。

面对这样的人群，请您敞开怀抱。请给含泪微笑的他
们，点一个赞，多一份理解，让他们在负重前行的同时，也
能感受到身边的光与热！

� � � � 自闭症儿童，人
们诗意地称之为“来
自星星的孩子”，也就
是生活中常说的“星
儿”。曾经鲜见的“星
儿”，如今在我国数以
百万计， 我省也有数
十万。 他们进入普通
幼儿园、 普通学校接
受融合教育， 将是日
后自理自立的关键一
步———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我省知名网络作家天下尘埃（向娟）
日前出版的自闭症题材网络小说《星星
亮晶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举获得
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该书以
长沙一个自闭症儿童家庭为原型， 讲述
以孩子康复训练、 艰难求学为家庭核心
生活所经历的日常点滴与艰难挣扎，反
映的却是中国数百万个自闭症儿童家庭
的生活原貌。 孩子能顺利进入普通幼儿
园、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更是让无数
个家庭看到了希望。

“星儿”由于社交有缺陷、行为刻板奇
怪，常遭到误解、嘲笑甚至排挤，他们的普
校求学路，走得并不容易。不过随着社会
文明程度日益提高以及我省对特殊教育
提升计划的重视， 这条路变得越来越宽
阔。

“为了孩子的康复治疗，我
花了买一套大房子的钱。”

眼前的张女士，一袭白裙，化着精致
的淡妆，侃侃而谈间，不乏对生活的深刻
理解。

谁能想像到， 她在11年前的那个样
子：头发蓬乱，绝望而坚定地抱着孩子，
为了获得最好的康复训练东奔西走。

11年前，她被告知，她成了一名自闭
症儿童的母亲。

历经11年艰难痛苦挣扎， 甚至产生
过极端的想法， 但张女士挺过来了。现
在，一地鸡毛的生活步入正轨，儿子牛牛
已从湖南师大附属滨江学校小学毕业，
即将进入该校初中部就读。 张女士也勇
敢面对大众，在《星星亮晶晶》里，分享自
己的心路历程。

“牛牛两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直到
他4岁，我都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8月8
日，张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医生
给出自闭症的明确诊断时， 她感觉整个
世界都要崩塌了。

医生开出的药方是： 围绕社交、语
言、认知、生活自理等，尽快展开科学有
效的康复训练。

“迄今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自闭
症都无药可治。 自闭症最重要而有效的
治疗方法，就是高强度科学的康复训练。
这种训练是长期的甚至终其一生。”中山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主
任邹小兵在自闭症家庭必读物《与你同
行》一书中提到。

对自闭症儿童， 人们诗意地称之为
“来自星星的孩子”， 也就是生活中常说
的“星儿”。

而残酷的事实是， 自闭症是一种先
天的脑发育障碍， 具体而言是支持社交
和语言学习的大脑系统没有得到正常发
育， 从而表现出社交障碍、 语言沟通障
碍、兴趣狭窄及重复刻板行为等。他们有
超过半数存在不同程度的智力损伤。

2006年， 自闭症被列入中国残疾人
目录，纳入精神残疾范畴。

张女士说， 他们一直在积极地康复
训练。 除了在湖南省儿童医院进行了为
期半年的训练， 自己也努力学习训练方
法， 还报名参加了青岛以琳自闭症儿童
康复中心的康复训练。

“为了孩子的康复治疗，我花了买一
套大房子的钱。 仅2009年去青岛进行康
复训练，就花了近20万元。”张女士说，这
些花费很值得， 牛牛恢复到了普通孩子
60%以上的功能，这是他后来能顺利进入
普通幼儿园、普通学校求学的前提。

“实践证明，通过及时正确的康复治
疗，所有‘星儿’的症状都能得到不同程
度的改善，大部分轻中度‘星儿’能够具
备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 能够正常求
学。”天下尘埃（向娟）告诉记者，“星儿”
若能通过融合教育的“融合”促进，将更
有利于他们的各种能力提升。 她费尽周
折出版此书， 就是想让人们对自闭症有
更多正确的认知。

融合教育，是让“星儿”走进校园的教
育进步。

怎么让这条路更宽广呢？
“‘星儿’具有法律保护的就学权利，

我省去年印发的《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
计划实施方案（2018-2020年）》，可以说
是他们的福音。”长沙市特殊教育研究培
训中心王磊提到，该方案大力提倡对“星
儿”进行融合教育，要求优先采用普通学
校随班就读的方式。

“‘星儿’应该依照能力的不同，在康复
训练机构进行3个月、 半年甚至一年的学
习；经过专业评估，确认已达到进普通教育
机构融合学习的能力后， 再由特殊教育老
师跟随支援， 这样才能帮助孩子更好地融
入普通教育机构。”湖南生命树儿童融合教
育基地校长刘晨蕾认为， 这个步骤既适用
于“星儿”进普通幼儿园，也适用于进普通
学校。

“这次回国，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推
动中国幼儿园和中小学的融合教育。”自闭
症儿童教育专家陶连贵说，经多方奔走，他
于去年在北京成立了筑爱自闭症专项基
金，第二个融合幼儿园也即将在北京开园。

“在长沙也与一家幼儿园有了初步接
触，准备商谈办融合幼儿园的事。也欢迎更
多的幼儿园加盟。”陶连贵说，通过加盟方
式，能让更多“星儿”尽快有学上；而通过筑
爱基金， 可以联络全球顶尖的自闭症儿童
教育专家和语言治疗专家进行指导。

“对于‘星儿’的融合教育，国家的政
策、理念和措施都在逐步改善。”师大滨江
常务副校长周玮告诉记者， 随着近年来长
沙成为全国特殊教育试点城市， 长沙已开
始在部分学校建立了资源教室， 师大滨江
也正在申请建设资源教室。

“等到2020年，我们就能看到资源教
室的雏形，届时师大滨江的‘星儿’就有了
双课表、双教室、双学伴，融合教育将跨入
一个新的层次。”周玮解释，这意味着“星
儿”既有能与普通孩子一起学习的学籍班，
也有与其他“星儿” 一起学习技能的混龄
班，前往资源教室上课，有特教老师陪伴。

“源于融合教育的不断进步，‘星儿’
可以凭借融合教育获得的技能和能力，并
依靠国家越来越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大
部分基本达到自理、自立，而且对社会有
所贡献。”周玮这样憧憬。

﹃
星
儿
﹄
求
学
路，

有
多
长

上世纪90年代，我国提出对自闭症儿童进行“融
合教育”。2003年，我国又出台相关指导性文件，要求
轻度自闭症儿童随班就读， 有条件的学校和地区要接
受中度自闭症儿童。

“儿子牛牛就是随班就读的受益者。”张女士告诉
记者，2016年，湖南师大附属滨江学校建校，正好牛牛
准备就读小学四年级， 一直把牛牛放在外地读书的张
女士赶紧去报名。

“学校的常务副校长周玮对自闭症知识相当了解，
也很理解我们这些家长。在了解了牛牛的情况后，认为
符合入学的条件，而且允许家长陪读。”张女士激动地
说。

“孩子在入读师大滨江的3年里，融合教育是成功
的。”张女士动情地说，从校领导到老师，对孩子关爱有
加。在这里，家人看到了美好的呈现———孩子喜欢她，
喜欢同学们，喜欢上学。

“融合教育是双向的，对‘星儿’，感受的是爱与包
容；对普通孩子，体验的是爱与责任。”张女士认为。

“每个学期开学，班主任熊梦琴老师问班上同学谁
愿意跟牛牛同桌时，好多同学都举手。”张女士回忆，班
主任会特意挑选责任心更强的同学做同桌。 因为同桌
需要督促牛牛抄笔记、写作业，还要在牛牛偶尔情绪发
作时安抚他，等等。

“融合教育一定要在幼儿园和小学期间培养，这个年
龄段是‘星儿’的黄金矫正期。”天下尘埃（向娟）认为，在
“星儿”的黄金矫正期，他能在普通学校学习到正确的社交
与沟通模式，就能为未来独立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师大滨江建校以来，对包括自闭症儿童在内的特
殊孩子都实行‘零拒绝’，当然，也要达到最基本的入学
标准，这也是对大部分普通在校孩子负责。”周玮告诉
记者。师大滨江目前1至7年级的3098名学生里，共接
收有11个“星儿”。

牛牛是幸运的。而另一个“星儿”唐唐，就没那么
幸运了。

“唐唐本来在康复训练机构得到了比较好的训
练， 父母把他送进了长沙梅溪湖某小学随班就读。可
一年级还没读完，他又回来了。”长沙某自闭症康复训
练机构的袁老师告诉记者。

原来，唐唐所在班级的班主任这样提醒班上的同
学：“我们惹不起他，但躲得起他。”

在班主任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年幼的普通孩子自
然会跟随效仿，被孤立的唐唐深受伤害，自言自语、发
脾气哭闹等行为越来越多，最后不得不中止学业。

“多数自闭症孩子并不傻，很多还很敏感，周围人
对他的态度，他都能感受到。可自闭症孩子的能力又
很弱， 当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不满不快乐时，就
只能用哭闹或伤害自己的方式。” 湖南生命树儿童融
合教育基地校长刘晨蕾告诉记者， 遭受二次伤害的
“星儿”，康复训练的难度更大。

“目前在我国，‘星儿’入读普校，总体上不太乐
观，一是入读的‘星儿’数量比较有限，二是入读质量
也不太理想。”我省知名网络作家天下尘埃（向娟）告
诉记者，她曾做了大量调查走访，发现有不少学校面
对“星儿”等特殊儿童想方设法予以推辞；有的“星儿”
虽然进了普校，但有的学校不接受陪读，而老师也没
有太多时间顾及“星儿”。

“牛牛入读普校的经历也是一波三折，挺难的。”

张女士说，读小学一年级时，牛牛就被长沙一所小学强
行退学。

“‘星儿’在特殊教育学校也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里的学位同样紧张， 而且也比较缺乏专门针对自闭
症孩子的特殊教育服务。”天下尘埃（向娟）表示，面对
逐年攀升的自闭症发病率，融合教育迫在眉睫。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2014年的统计显示，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发病率为1/68，而在1990年该中心
的统计数据为1/10000。在亚洲国家，不完全统计数据
显示，每100名儿童中，就有1名自闭症儿童。

“在我们学校，也有普通孩子的家长抵制过，说‘星
儿’是精神病，学校会私底下跟他们沟通，精神残疾与
精神病患是两回事，最终都取得了他们的理解。”师大
滨江常务副校长周玮表示。

“目前国内自闭症知识普及及干预机制都不及西
方发达国家，在很多地方，融合教育虽在开展，但只是
简单地把‘星儿’与普通孩子放在一起，没有专业的特
殊教育老师支持。”从加拿大回北京从事自闭症儿童教
育的专家陶连贵告诉记者，“星儿”要接受融合教育，关
键一步是进入融合幼儿园。但现在，融合幼儿园数量极
其有限；若是进普通幼儿园，很多“星儿”家长最担心的
是被幼儿园拒收。

“目前在师大滨江，融合教育还是基于爱与包容以
及经验梳理的一种自发的方式，与科学、完备的融合教
育体系还有差距。”周玮坦陈。

� � � � “‘星儿’可凭借融合教育获
得的技能和能力，并依靠国家越
来越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大部
分基本达到自理、自立”

� “融合教育是双向的，对‘星儿’，感受的是爱与包容；
对普通孩子，体验的是爱与责任”

“‘星儿’入读普校，总体上不太乐观，一是入读的‘星儿’数量比较有限，
二是入读质量也不太理想。”

■记者手记
请给含泪微笑的他们，点个赞

� � � � 5 月 18 日 ，
湖南生命树儿童
融合教育基地校
长刘晨蕾（右一）
在指导孩子学习
技能。

通讯员 摄

制图 杨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