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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惊亚、吴思

　　孤独症儿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星星
的孩子”。
　　随着国家对 6 岁前孤独症儿童持续加大
救助力度，“星星的孩子”日益走进大众视野。及
时的康复训练拉近了他们与社会的距离，但大
龄孤独症，特别是成年孤独症群体仍缺乏社会
关注。由于部分大龄患者已经超出接受康复训
练的“黄金年龄”，凭自身能力无法融入社会，当
父母年老失能、去世后，如何安置他们已成为一
个迫切需要关注的课题。

我们不在了，娃娃咋办

　　 65 岁的贵阳退休教师李旻（化名）至今记
得，5 年前儿子发给自己的信息：“爸爸，我不是
精神分裂，我在网上搜了，我是孤独症。”
　　 1989 年，李旻的儿子出生。回想起来，儿
子有很多异于常人的地方，但大家都没在意，以
为长大就好了。
　　真正引起李旻注意的是儿子要上初中时，
他和朋友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那天他特别反
常，说人家不理他，一直哭，我朋友悄悄劝我，带
孩子去医院心理科检查一下”。
　　从此，李旻带着儿子开始辗转贵阳、北京等
地医院。那时，国内很多医生还没听说过孤独
症，几乎都怀疑孩子是精神问题，给开了治疗精
神分裂、抑郁症的药。后来儿子的言行越来越反
常，和人无法沟通，“我们说东他说西，和正常人
不在一个频道上”。
　　初中毕业后，儿子就待在家里，不再上学。
有一次，他身上揣着一块钱跑到贵阳机场附近，
在加油站的板凳上睡了一夜；还有一次，一个人
跑出去，整晚没回家。2010 年，在外面被人打
了，从那以后，他开始闭门不出，从来不开窗帘，
每天的生活就是电脑、音响、电视，这样在家一
关就是九年。令李旻惊奇的是，儿子使用电脑、
手机、智能电视都很溜，似乎也没和社会脱节，
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2017 年的一天，他发 QQ 消息给我，说

‘爸爸，我是孤独症’。”惊讶万分的李旻，拿网
上孤独症症状和儿子的行为对照，确实很像，

“他语言有障碍，行为很刻板，比如睡的床半
边必须要摆他的东西，我们挪个位置他又摆
回来。
　　经专家确诊，李旻儿子属于高功能孤独症，
虽然有学习能力，但因为耽误了幼年的黄金康
复期，融入社会的能力很差。一直以为是精神分

裂的儿子，28 岁时自我诊断成功，这让李旻不
知该哭还是笑。
　　“他的状况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戴个墨镜出
门，发病时连我和他妈妈也不愿见。”李旻说，

“他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完全不懂社会规
则，邻居白天正常装修，他打电话投诉人家，晚
上又把音响放很大声，楼下住的律师要和我打
官司。”
　　李旻和老伴身体越来越差，这几年多次
手术、住院，照顾身高 1 米 84 、体重 200 多
斤的儿子感到力不从心。李旻感慨说：“我们
不期待他能像正常人一样娶妻生子、走完一
生，最担心的是，哪天我们照顾不了他，甚至
离开这个世界后，他怎么办？谁愿意接替我们
照顾他？”

能撑一天算一天

　　李旻的担忧并非个例。
　　目前，孤独症仍然无法治愈。由于一些大龄
患者已经超出接受康复训练的“黄金年龄”，他
们靠自身的能力无法融入社会，父母衰老、家庭
经济无力再投入，对于这一群体的照料已经成
为一个难题。
　　据贵州省残联康复部副部长许春来介

绍，在贵州，大龄孤独症患者以家庭照护为
主；没有劳动能力和监护人的，要依靠亲朋
看管。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对成年孤独症
患者开展日间照料服务，也是基于有监护
人的情况。
　　今年“世界孤独症日”前夕，有媒体报道
了一对北京孤独症父子的故事，引起广泛关
注：父亲去世后，23 岁的儿子被安置在一家
民办养老院，一住就是十年。这家养老院并非
专门针对孤独症患者设立，孤寡老人、肢体残
障者、智力障碍者等各种对象都收。许多人不
到万不得已不愿入住。
　　“孤独症患者四肢健全、外观健康，他们
中很多人可以参与社会生活，只是不能独行。
从他们的疾病特点来看，福利院、养老院甚至
精神病院都不适合来安置他们。当他们的父
母年老失能、去世后，谁来照料他们走完人生
最后的旅程？”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以下简称“中国精协”）副主席、贵阳爱心家
园儿童训练中心负责人赵新玲说。她也是一
位大龄孤独症患者的母亲。
　　许多大龄孤独症家庭已经在考虑并尝试
解决孩子的“托付”问题。2017 年，北京、上
海等地部分孤独症患者家长在安徽省金寨县
发起了“星星小镇”项目。在地方政府的支持

下，由家长投资，按照家长养老和成年孤独症
托养的“双养”模式建设。
　　“对于高收入家庭，他们还要在各地生
活、工作，‘星星小镇’并不符合他们的现实需
求，这只能算是一条后路。”中国精协主席温
洪说。
　　 2016 年，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赵
新玲与同样焦虑的黄习商量，成立了爱心
家园大龄部——— 贵阳市慧灵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作为贵州省第一个（有别于集中封闭
托养）社区居家托养服务机构，为 14 岁至
59 岁的心智障碍人士提供社区居家托养、
日间照料、艺术调理、辅助就业等服务。记
者在该中心看到，这栋安置房的 3 层至 7
层设有辅助就业园、日间照料、康复运动室
等，共有 56 名来自贵州各地的学员，最大
的 45 岁。
　　绝大多数孤独症家庭经济上都很困难，
一个月一两千元的学费已达到承受极限。虽
然近年来当地政府也给予一定资助，但远远
无法维持机构的基本运转。“6 年来，中心连
年亏损，已亏损 58 万元，老师们工作累、收
入低。”黄习常常冒出一关了之的念头，“家长
们都希望能办下去，但我们都是普通人，如果
我的孩子不是孤独症，我根本坚持不下来，现

在能撑一天算一天。”

期盼建立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

　　自 1982 年孤独症病例进入国人视野，
孤独症服务事业已走过 40 个年头。40 年
来，家长是患儿的照顾者，也是压力的承担
者，精神和心理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绝望使一些家长倒下了，一些家庭解体
了，也使一些家长奋起了。他们走上自助和互
助的道路，抱团取暖、倡导社会，办起了民办
康复机构。”温洪说，“我国近半数孤独症民办
机构都是由家长，特别是孤独症患者的妈妈
创办，但服务仍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成年服
务项目严重缺乏。”温洪认为，海外也有成功
经验可以借鉴，“建立支持性环境，引导全社
会向孤独症孩子靠拢，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支
持体系”。
　　在李旻等人看来，“榉之乡”是一条符合
大龄孤独症家庭的养老模式。“榉之乡”是一
家日本孤独症患者终身养护机构，享有政府
补贴，大龄孤独症患者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完成简单的手工作品，自食其力，用售卖
作品的钱支付养老费用。
　　贵阳慧灵也有类似尝试。记者看到，不少
大龄孤独症患者的手工作品在展室内陈列
着。“贵阳市琪遇工坊的志愿者从 2020 年开
始，每周二下午来慧灵免费上课，他们和朋友
利用各自所长，将‘心青年’手作在线上和线
下同时开展销售与宣传，让更多的人能够了
解‘心青年’这一群体。”黄习说。
　　“在沿海，一些大龄孤独症服务机构可以
提供 24 小时照护服务，并陪伴孤独症患者
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这正是我们努力想做
的方向。”黄习说，“民办机构对于服务孤独症
群体是重要的补充，特别是非营利性民办机
构，建议政府采取民办公助等方式加大支
持。”
　　在赵新玲看来，对孤独症患者的社区支
持体系需要建立完善起来。“我的儿子 20 多
岁了，楼下打牌、健身，他不参与，就站在旁边
看着，在小区里溜达也很舒服，他不需要离开
原生的家庭生活环境，只要社区有个日间照
料的地方，社区工作者、志愿者每天上门关心
一下，他完全可以在社区生活。”
　　“建议整合资源，探索建设社区照护、辅
助性就业、公办托养机构等来‘托底’，帮助孤
独症群体有尊严地走完人生全程。”许春
来说。

本报记者董小红
　　
　　今年 14 岁的轩轩，从娘胎里出来就被各
种疾病缠身，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却又被诊断
为孤独症。再苦再难，一家人没有放弃……
5000 多个日夜的坚守，轩轩一天天长大，变得
开朗起来，还考了钢琴 10 级证书。
　　轩轩爸爸把儿子的点点滴滴发到网上，很
多网友说轩轩是“天才”！但父母却不期待孩子
成为“天才”，只希望轩轩“过普通人的生活”。

这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马拉松

　　每天午后是轩轩“雷打不动”的练琴时间。
很多时候，轩轩可以不看琴谱，闭着眼睛弹出心
里的五线谱。每每这时，一旁的轩轩爸爸干强总
是用手撑在钢琴架边，微笑着安静倾听。一曲终
了，轩轩爸爸捧起儿子的小脸，亲了一口，“轩轩
真棒！”
　　学会叫爸爸用了 3 年，学会刷牙洗脸用了
8 年，学会独立上厕所用了 10 年……因为孩子
患有孤独症，生活中任何小事都要这个家庭付
出大量时间和心力。
　　 5000 多个日夜，一步步走来，干强形容这
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马拉松。“即便是马拉松，
我们一家人也愿意拿生命和时间赛跑。”干强坚
定地说。
　　出生前就满怀期待给孩子取名“轩轩”，寓
意“气宇轩昂”，却没想到孩子一出生就疾病缠
身，甚至被人叫“傻子”；因为孤独症，孩子的情
绪非常不稳定，经常胡乱发脾气，甚至会用头撞
墙……在备受煎熬的 5000 多个日夜里，干强
和妻子没有时间崩溃，甚至哭泣都总是在孩子
睡着之后。
　　一家人最重要的是“抢时间”，因为对孤独
症孩子来说，0-6 岁是黄金干预期，这期间孩
子的大脑快速发育，可塑性最高，对孩子一生至
关重要。
　　为此，干强一家人迅速成立起“家庭康复联
盟”，每个人都作出了能力范围内的最大努力。
作为普通的工薪阶层，老家在农村，拿不出更多
的钱送孩子去专业康复机构干预，干强咬着牙
辞了工作，一边努力学习孤独症干预知识，一边
用爱和理解最大限度陪伴孩子成长；奶奶努力

学习康复技巧，妻子则一个人身兼两份工，默默
承担着赚钱养家的责任。
　　现在，轩轩每天的日程排得非常细致：早上
6 点 30 分起床，自己做 30 分钟康复训练，吃完
早饭去特殊教育学校上课，中午回来午休，下午
2 点-5 点练钢琴，吃完晚饭再去游泳 1 个小
时，回家后晚上 10 点左右上床睡觉。每天周而
复始，按计划进行。
　　让干强和妻子感到无比欣慰的是，轩轩的
情况在肉眼可见的一天天改善。
　　以前，看似简单的每件小事、每个动作，都
需要干强重复教数百遍甚至上千遍，但是大多
数时候，轩轩即便学会了每一个动作，仍然无法
把这些单一动作连接起来。“这个世界在他脑海
中是一个个孤立的点，他缺乏正常人的线性思
维能力。”这是干强一直非常焦心的事，无法独
立思考，意味着孩子永远不能独立生活。
　　干强的苦心终于等来了轩轩的改变。去年
有一天中午，一家人在睡午觉时，因为太累了，
干强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之间听到家里的大
门响了，关门的声音一下子把干强吓醒了。
　　衣服都来不及穿，干强赶紧冲出房间，在客

厅正好看见轩轩在放钥匙。这个时候，轩轩已
经换好了拖鞋，原来他出门倒完垃圾又回
来了。
　　干强心潮澎湃地站在原地。“当时，我内
心一阵狂喜。”干强说，这说明轩轩自主完成
了起床穿衣服、拿钥匙出门、倒垃圾、回家关
门、换鞋子等一系列动作，“孩子终于开始自
主线性思考了！”
　　干强激动地流下了泪水。这一刻，他们一
家人等太久了。但即使迈过了这一小步，未来
仍有无数看不清的“一大步”。虽然前路很难，
但这点点滴滴的进步，已经让干强一家人感
到足够多的满足和快乐。

  10 岁考过钢琴 10 级，但孩子

“不是钢琴天才”

　　弹钢琴是轩轩每天最喜欢的事。
  轩轩 5 岁时，干强了解到音乐对孤独
症康复有作用后，决定让孩子接触钢琴。一
开 始 ，妻 子 带 着 轩 轩 找 到 了 成 都 温 江 区
一 名 钢 琴 老 师 ，一 家 人 省 吃 俭 用 凑 够 钱

交 了 学 费 ，谁 知 道 转 身 就 被 老 师 退 了 回
来 。因 为 当 时 的 轩 轩 还 不 会 管 理 情 绪 ，
经 常 无 端 发 脾 气 ，一 秒 钟 都 坐 不 住 ，还
打碎了老师的眼镜。
　　无奈之下，干强和妻子把轩轩领回了家。
但不想就这么轻易放弃，干强又带着孩子到
处找新的老师。一位老师愿意试试看，但是新
的问题又来了。那个时候的轩轩，不仅无法说
话不懂交流，脑瘫还让他的手一直握紧拳头，
手指头打不开，根本无法弹琴。
　　一家人商量完，还是决定坚持下去。关键
时刻，奶奶每天耐心地教轩轩打开手指，给孩
子一个指头一个指头的按摩，每天一遍遍训
练，直到一根根把轩轩的手指舒展开来。
　　眼看有了练琴的希望，新的困难又接踵
而至。轩轩不会管理情绪，在钢琴前，他一刻
都坐不住。
　　为了训练定力，干强就在钢琴旁边陪
着他。刚开始轩轩完全不碰琴，最多也就坐
几秒。通过不断努力，他慢慢安静下来，从
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到后来甚至能坚持在
钢琴前坐大半天。

　　入门之后，轩轩的变化更让人惊喜。手指
有了灵性，原本呆滞的眼神也渐渐有了生气，
整个人都灵动起来了。
　　 2018 年，轩轩 10 岁，考过了钢琴 10 级
证书。在音乐的世界里，轩轩找到了自我。干
强一家人也终于看到了更多希望，但他们并
不希望孩子成为“钢琴天才”。“对孩子来说，
过正常普通人的生活已经要用尽全力，我们
只希望他健康快乐成长。”干强说。

  未来的路还很长，只希望孩子

健康成长

　　轩轩今年 14 岁了，一家人努力走过了
5000 多个日夜，现在，干强给孩子做的“18
岁前成长干预规划”还剩 4 年时间。看到轩
轩现在的样子，干强觉得付出的一切都很
值得。
　　在进行孤独症干预的过程中，干强十分
注重培养孩子自己的独立能力。诸如穿衣服
等每一件小事，刚开始都需要干强花费几个
月甚至几年的时候来重复教轩轩，但一旦孩
子终于学会后，干强就“撒手不管”，坚持要让
轩轩自己做。
　　在采访中，记者曾小心翼翼地问干强，

“会不会担心轩轩以后靠什么生活？”
　　“我完全不担心啊。”他笑着说，脸上是意
料之外的放松，“因为，轩轩的需求不多啊。”
干强直视前方，很平和很坚定。干强说，现
在，轩轩在免费上特殊教育学校，学习一些
基础知识；家庭在努力培养他自主独立生
活的能力，社区街道对他都很关心，等他长
大后，吃饱饭应该是没问题的。
　　现在，干强开通了短视频账号，每天把轩
轩的点滴发在网上，不仅为了记录孩子的成
长，同时也希望呼吁更多人关注孤独症这个
群体。
　　“我们从来不期待他今后能有多大成就，
孤独症能够改善到多大程度，就希望他健康
生活就好了。”说这句话的时候，干强很坦然，
完全没有一般家长焦虑的神情。
　　因为，对他们一家人来说，生活已经实属
不易，至于其他的，都是额外的馈赠了，不做
过多期待，把握住当下就好。

陪伴“星星的孩子”：一场看不见终点的马拉松

  贵阳慧灵的学员们在学习手工扎染。

          受访者供图

  轩轩在弹钢琴，父亲在一旁陪伴倾听。
           本报记者董小红摄

 ●“我们不期待他能像正常人一样娶妻生

子、走完一生，最担心的是，哪天我们照顾不

了他，甚至离开这个世界后，他怎么办 ？谁愿

意接替我们照顾他？”

 ●目前，孤独症仍然无法治愈。由于一些大

龄患者已经超出接受康复训练的“黄金年

龄”，他们靠自身的能力无法融入社会，父母

衰老、家庭经济无力再投入，对于这一群体的

照料已经成为一个难题

 ●探索建设社区照护、辅助性就业、公办托

养机构等“托底”，将有助于孤独症群体有尊

严地走完人生全程

 ● 5000 多个日夜，一步步走来，干强形容

这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马拉松。“即便是马拉

松，我们一家人也愿意拿生命和时间赛跑。”

 ● 2018 年，轩轩 10 岁，考过了钢琴 10 级

证书。干强一家人也终于看到了更多希望。

“对孩子来说，过正常普通人的生活已经要用

尽全力，我们只希望他健康快乐成长。”

 ●轩轩爸爸把儿子的点点滴滴发到网上，

很多网友说轩轩是“天才”！但父母却不期待

孩子成为“天才”，只希望轩轩“过普通人的

生活”

大龄孤独症患者，父母走后“托付”给谁？
这些“星星的孩子”凭借自身能力无法融入社会，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亟待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