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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龄自闭症患者父母：我们走后，孩子怎么办？
本报记者刘元旭、梁姊、尹思源

　　“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我比我的孩
子活得久一点，一年就行。”
　　说这句话时，年过五十的温绒和赵廷，几乎
同时擦了擦眼睛。
　　妈妈在哭，小宇却说不出话，情急之下，他
只 能 用 双 手 用 力 地 拍 打 着 大 腿 。“啪 — ——
啪——— ”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小宇的掌
心很快赤红一片。
　　这是一个大龄自闭症患者家庭。23 岁的
小宇在两岁那年被确诊了自闭症，经历了学校、
机构、医院的多年辗转，最终无处可去的他被经
营一家小型外贸公司的父亲赵廷带在身边———
在办公室外面的茶水间里，一把绿色的椅子和
一张透明的圆桌，是他的位置。
　　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不会一直是孩子，他们
的父母也不会永远年轻。当曾经的自闭症患儿
在磕磕绊绊中逐渐成年，即使没有其他疾病雪
上加霜，单凭他们自己的力量，也很难顺利与社
会衔接，而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正逐渐老
去……这些问题，就像虚空中压在家长胸口的
巨石，带给这些特殊家庭难以逃离的窒息。

“我的孩子没有地方去了”

　　 20 岁那年，天津市河东区一间由工厂厂
房改造的“亚杜兰学坊”里，张昊开始了一种崭
新的生活。没有课的时候，他就坐在办公室里
用打印纸写下一些没人能看懂的数字，喉咙里
偶尔发出几声含混的呢喃，他的母亲是这间学
坊的创办者吴桂香，坐在他的对面，温柔地看
着他。
　　有课的时候，他在其他教室里学习。唱歌、
烘焙，和其他患有自闭症孩子一起学习日常礼
仪。他一米八的个头，肤色很白，眼睛很亮。如
果不是与他说话时迟迟听不到回音，很难相信
这个长相英俊的男孩患自闭症多年。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专业领域更倾向于称
为“专业发展障碍”，是发育障碍的一种，多数患
者伴有智力问题和社交障碍。据五彩鹿自闭症
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中国目前
已约有超过 1000 万自闭症谱系障碍人群。
　　张昊是亚杜兰学坊的第一位学生。2016
年，这里第一次招生就接纳了 8 个像张昊一样
年龄超过 18 岁且存在心智障碍的患者。公立
培智学校和私立康养机构认为他们已经超出了
受教育的年龄，而他们自身的能力水平又无法
正常融入社会。兜兜转转，终于在这里安下家。
　　对于吴桂香来说，创办这间学坊的理由很
简单———“我的孩子没有地方去了。”康养机构
不收，张昊就只能被关在家里。对于自闭症患
者而言，长久的封闭，会使得曾经训练出的生活
习惯和自理能力逐渐退化，严重时还可能会导
致躁郁。“说起来很多人不信，就一个把用完的
毛巾挂回挂钩上的动作，我教了 10 多年，好不
容易学会了，在家待了两个月，他就又忘了。”吴
桂香说。
　　张昊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吴桂香创办亚
杜兰 3 年后，自闭症青年刘铭的父亲，51 岁的
刘硕联合在培智学校认识的 10 名大龄自闭症
患者家长，在天津市北辰区一个 60 多平方米
的民宅中，也建起了一个家庭式的互助教室，两
三个家长轮流值班，来帮助那些到了就业的年

龄，但能力不足或无单位接收的自闭症患者
进行能力训练，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家长平摊。
涂成淡蓝色的墙壁上贴着一排模糊的照片，
记录下这几颗遥远星星的样子。

偶然与茫然

　　刘铭的突然失语，让刘硕始料未及。
　　两岁半以前，刘铭一直是个聪明活泼的
孩子，成长轨迹和正常儿童无异。之后，刘铭
的症状逐渐显露出来，被确诊为倒衰型自
闭症。
　　许多自闭症患儿刚一出生就语言能力发
育迟缓、抗拒交流，与他们的父母相比，命运
给刘硕的打击来得更晚些，却更猝不及防。
之前还会说、会笑的孩子，一夜之间失语。“就
像是正在打游戏时网络故障，电脑里的小人
失去了和外面的联系，他就困在那里，动不
了，也出不去。”
　　从儿子确诊自闭症开始，刘硕的情绪像
坐过山车。在漫长的否定期之后，他接受了
现实，开始带着儿子进行能力训练。那时他
年轻，为了照顾儿子，把手头的生意扔到一
边，有用不完的热情。儿子怕生，不愿见老
师，他就自己录视频，从生活小事到沟通礼
仪，一百多集，存在电脑里放给儿子看。
　　陪儿子听音乐，教他画画、读书给他
听……刘硕希望儿子“能感知到一些精神层
面的东西”。
　　刘硕对儿子的教育是成功的。在自闭症
患者的群体里，刘铭绝对是“优等生”。他情
绪稳定，能做手工，能画画，还会弹钢琴。有

陌生人和他交流，也能用简单的词句表达。
　　即便这样，刘硕还是觉得不够。他希望
自己能跑赢时间，在人生走到尽头后，刘铭可
以活下去。为此他发起了互助教室，就算他
赢不了时间，11 个同病相怜的家长，也可以
在未来漫长的人生中彼此分担，相互照顾。
　　“在父母走后，活下去。”听起来很简单的
事情，对于自闭症患者的家长来说，却可能是
此生无解的难题。
　　在儿子患病 20 多年的时间里，对身体
病痛和年龄衰老的担忧，随着张昊抽穗拔节
的身高，一天天疯长在吴桂香的心里。关于
怎么教育这些自闭症青年，让他们能在没有
父母照顾的情况下，继续走完自己的一生。
迄今为止，没人能够找到答案。
　　 2016 年出版的《中国孤独症家庭需求
蓝皮书》显示，中国成年自闭症人士的就业率
不到 10%。“从学校毕业了之后去干嘛是一
件很难的事。很少有人愿意招收一个自闭症
患者，哪怕他的能力是可以的。”吴桂香说。
　　这也不是“只要我愿意花钱，我就能自
救”的事。吴桂香现在还记得，曾在培智学校
认识一个学生家长，家中条件富裕，孩子患自
闭症多年。孩子父母和亲戚们说，“只要有人
能在我们死后帮忙照顾孩子，我们愿意把所
有财产全部赠予，但没人愿意。”

自救和互助

　　经过了 5 年的发展，亚杜兰学坊已经
收容了 20 多个孩子进行康复训练。欣欣
向荣的小小课堂依然不能缓解吴桂香的焦

虑。“就像‘亚杜兰’这个词的意思，它其实
就是一个避难所，但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
道。”
　　许多家长做出了自己的探索。曾做过
理财顾问的家长，研究过一款专门针对自
闭症患者的香港信托产品；吴桂香则在几
年前参观了享有盛名的“榉之乡”，那是一
家日本自闭症患者终身养护机构，福利性
质，享有政府补贴，大龄自闭症患者可以在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完成简单的手工作品，
以自食其力，用售卖作品存下的钱支付养
老费用。还有被家长寄予最大希望的“双
养模式”——— 父母在退休后带着孩子住进
养老院，家长故去后，孩子再由养老院继续
照顾。
　　每一条路，都寄托着家长们无尽的期待。
但眼前最大的困难是，针对大龄自闭症患者
的托养照护问题，目前尚无适应性强、复制率
高的具体途径。双养机构需要补贴，阳光工
场需要场地……要解决这些难题，仅靠家长
自救，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大龄自闭症患者无法融入社会，家长
又要扛起家庭的责任，在他们从特教学校
毕业的那天起，就仿佛消失在了人们的视
野中。自闭症患者处在极端自我的精神世
界之中，长时间不跟外界沟通，能力就会退
化，情绪也会受到影响，久而久之甚至会出
现暴力行为。“我之前去过一个家庭，孩子
30 多岁，用绳子绑在家里。孩子的父母告
诉我，长时间无法融入社会，他的情绪很不
稳定，家里很多东西都会被他砸碎。”刘
硕说。

未来和希望

　　自力更生，带领这些自闭症青年在社会中
生存下去，给家长们带来的体验是复杂的。他
们得到了比以前更大的成就感和来自孩子们
更为积极的反馈，但也更直接地感受到来自现
实的重重阻力。
　　吴桂香决定建设自己的“榉之乡”。“我希
望未来的亚杜兰会是一个结合心智障碍患者
辅助性就业、康养的机构，我们的孩子能够在
一个适合他们的环境里，实现全面发展，有尊
严地生活。”
　　这条路并不好走。虽然现在公众对于
自闭症患者的接受度在提高，但那些细微的
偏见依旧无处不在。吴桂香想要在亚杜兰
学坊里建一个烘焙作坊，通过网店线上售
卖，孩子们能以此实现自给自足，甚至还可
以上社保。
　　最初她很乐观，以为只要能保证生产环境
干净卫生，孩子们能够熟练安全地操作设备就
行。经过两年多的训练，孩子们学会了烘焙、
裱花，做出的蛋糕好看又好吃。他们还带着这
些蛋糕参加过义卖，收到的钱全部捐到了贫困
山区，给那些和他们一样需要帮助的孩子。
　　那时她真心相信，她的孩子们可以通过这
样的方式养活自己。但过了一段时间，她发
现，总有一些时刻，她能窥见横亘在外界与自
闭症患者之间的，那道若隐若现的门槛。比如
在办食品卫生许可证时，有工作人员明晃晃地
质疑：“他们有资格做蛋糕吗？”
　　刘硕也是一样。每周二和周四的下午，是
他们的体育课。他会带着孩子们去小区边上
的公园做体能训练，多和人群接触利于他们沟
通能力的提高。孩子们排着队，规规矩矩地
走，在控制不住大叫时，家长们会立刻制止，他
们尽可能地把自己隐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即使这样，还是会遇到被围观的窘境，“人们围
着，用手机拍，我们就只能带着他们回去，像逃
跑一样。”
　　看不见的门槛和偏见难倒了他们——— 因
为还没办下来食品卫生许可证，亚杜兰学坊
里的十几个成年自闭症患者，只能在彼此过
生日时做蛋糕给自己吃。2015 年，中国残
联、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八部门共同印
发《关于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意见》，其
中规定，到 2017 年所有市辖区、到 2020 年
所有县（市、旗）应至少建有一所残疾人辅助
性就业机构，基本满足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
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的就业需求。
刘硕拿着文件去小区对面新建的党群中心，
希望能够分出一块场地给孩子们建辅助性就
业的阳光工场。老年人的合唱室慢慢建起，
能够决定孩子们余生的工场却迟迟没有回
音，“告诉我们等，可是没人知道要等到什么
时候。”
　　从现实的层面来说，家长们对大龄自闭
症患者余生的探索就是这样了：只有极少数
能力强、运气好的孩子，能够在社会的包容和
接纳下，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剩下的绝
大多数，在各类机构和家中辗转，磕磕绊绊，
等待着一道光，能从他们生命的裂缝中照
进来。
　　（文中部分受访对象为化名）

在天津市河北区一处居民楼，吴桂香（左）在为张昊（右）准备晚餐（3 月 29 日摄）。新华社记者孙凡越摄

新华社记者任延昕、范培珅

　　已经多久没有抬头看看星空，宋明海记不
清了，大概是从孙女桐桐（化名）确诊自闭症那
天起吧。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一种发育障碍疾
病，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医学难题。一百个自闭症
患者，就有一百种不同，不过他们都存在社会交
往障碍、人际交流障碍或刻板重复的行为方式。

“星星的孩子”和不甘心的家长

　　人们称这个特殊群体是“星星的孩子”，人
们更愿意相信他们在某个领域天赋异禀，就像
影视作品呈现的那样：可能成为艺术家，或是科
学家。但事实却是，他们中的很多人直到成年，
生活都不能自理。在同龄人步入校园的年龄，他
们还不会叫“爸爸”“妈妈”。
　　两年前，桐桐 3 岁时，宋明海察觉到孙女的
不对劲：只会说简单的叠音词，情绪容易失控，
大小便无法自理……一家人前往甘肃省妇幼保
健院，在基因检测、染色体筛查和评估后，医生
诊断：孩子发育迟缓，有自闭症倾向，建议尽早
开始干预训练。
　　宋明海觉得天塌了。

　　他曾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在讲台上站了
半辈子，也要强了半辈子。他想不通：“怎么会是
这个病？怎么能是这个病？”
　　接受事实，是自闭症患者家庭的第一课，很
多父母用了数年时间。他们总是说，“我的孩子
只是比别人慢一点，只是没别的孩子聪明，他没
有病……”

干预训练 合力拉开沉重的门

　　宋明海明白，孩子的成长容不得耽误。桐桐
的父母因为孩子的病情产生分歧，夫妻感情破
裂。爷爷撑起快要垮掉的家，带着孙女和全部积
蓄，几经辗转来到兰州欣雨星儿童心理发展中
心，寻求专业帮助。
　　这家机构成立于 15 年前，专注于自闭症儿
童筛查、评估及早期干预，现有 50 多名自闭症
儿童在这里接受干预训练。
　　从白天到晚上，这里的课堂并不安静。语

言、认知、感统、生活自理、餐桌礼仪，课表满
满当当，每一节课都是对老师、家长体力和耐
力的极限挑战。
　　小隔间里，特教老师抻着脖子，大声重复
简单的指令，努力看清孩子的每一个眼神变
化。家长挤在一旁的小凳上，片刻不敢离开，
怕错过孩子的反应，更怕孩子突然情绪失控。
　　“就像是合力拉开一道沉重的门，我太想
看看孩子的世界，更想让他看到我的世界。”
一位家长这样形容。
　　在外人看来，这里的快乐和悲伤总是来
得猝不及防。前一秒，老师还因为孩子成功完
成一个拍手的动作，兴奋地眉飞色舞；后一
秒，办公室里就坐着情绪崩溃在抹眼泪的
父母。
　　“这是一条终身干预的路。”兰州欣雨星
儿童心理发展中心特教老师王彦芝说，“我们
能陪家长这前几年，后面的‘硬仗’一个接着
一个。”

　　从教 15 年，特教老师丁强不忍回想那些
放弃训练的孩子。“孩子的成长是螺旋式的，
有的会原地踏步很多年。沉重的经济和心理
压力下，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坚持下来。”
　　对宋明海来说，坚持很难，但他不敢放
弃。最绝望的日子里，他仍每天锻炼身体，不
敢放松，更不敢倒下。
　　“你若不愈，我怎敢老去？当我老去，谁能
来照顾你？”
　　宋明海揉了揉眼睛，望向窗外。“如果可
以，我希望我能比孙女多活一天。多活一天，
就能多陪伴她一天。”

雪中送炭 救助费给家长解压

　　 2019 年，五彩鹿自闭症研究院组织医
学、教育、社会学等领域专家共同编写《中国
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Ⅲ》，报告
显示中国自闭症发病率达 0.7% ，目前已有超

1000 万自闭症谱系障碍人群，其中 12 岁以
下的儿童有 200 多万人，并以每年 20 万人的
速度增加。
　　记者了解到，自 2018 年起，我国逐步建
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将孤独症儿童的
基本康复训练纳入救助范围，给予不同程度
的经济支持。各类自闭症康复和特教机构也
应运而生，专业师资队伍正在成长。
　　去年，桐桐申请到每年两万元的康复训
练费，这笔钱如同雪中送炭。因前期训练效
果良好，她现在已经进入幼儿园随班就读。
宋明海觉得压在胸口的石头终于挪开了一
点点。
　　据兰州市残疾人联合会数据，2020 年共
有 186 名自闭症患者申请到了康复救助经
费，在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服务。
　　“也许，自闭症孩子永远无法像普通孩子
一样融入社会，享受人生，但只要他的今天比
昨天进步一点，社会的今天比昨天包容一点，
家长的努力就是值得的。”兰州欣雨星儿童心
理发展中心创办人张莉说。
　　星星本不该孤独，因为有月亮的守护。对
于像桐桐一样的自闭症患者家庭，前路虽然
漫漫，但终于不再是一个人的战斗。
      　　新华社兰州 4 月 1 日电

总有明月守护“孤独的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