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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自闭症儿童的母亲：

我甚至希望他走在我前面
是怎样一种无奈，让一位母

亲希望孩子的生命结束在自己
之前？

面对自己 6 岁的儿子童童
(化名)，母亲白莉(化名)直言：“我
甚至希望他能走在我前面……”

今年 35 岁的白莉， 是一位
自闭症儿童的妈妈，4 年前，儿子
童童确诊为此病后，白莉的人生
似乎踏上了一条没有终点的长
跑。 如今，她正陪着孩子竭尽全
力在一片无望中寻找希望。

为什么他不叫我妈妈

2016年 5月 28日，童童过完
了自己 3岁的生日。 但在妈妈白
莉眼里，孩子出生 3 年来，对自己
说的话不到 100 句， 目光直视爸
爸妈妈的次数，也不到 100次。

“孩子快 2 岁了，却从没说出
一句完整连贯的话、 甚至叫爸爸
妈妈的次数也极其有限。 ”白莉开
始怀疑，童童是否有语言障碍。

但很快，白莉发现事情没那
么简单。 童童不仅在沟通上表现
异常，甚至在眼神、行为方面也
与其他同岁的小孩不同。

“叫他的名字没反应，眼神
总是飘忽不定，对着一个玩具车
轱辘玩一天，甚至毫无征兆地大
吼大叫。 ”白莉开始在网上搜索，
这些看似怪异的举动是否是一
个 3 岁孩子正常的反应。 然而，
无数结论都指向了同一个名
词———自闭症。

何为自闭症？ 中国残联康复
协会自闭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孙梦麟解释：“自闭症又称‘孤
独症’， 是一种神经系统发育障
碍， 主要表现为社会交往和社会
沟通障碍、 兴趣狭窄和刻板的行
为模式，且多发生在 3岁以前。 ”

犹豫再三后，白莉和丈夫决
定带童童去医院检查。 2016 年 7
月 13 日， 一家人来到北京安定
医院，一系列检查后，童童被确
诊自闭症。

白莉宁愿相信这是医院的

误诊。 接着几天，她又带着童童
先后前往北医六院、北京儿童医
院重新检查。 然而，自闭症的噩
梦终究成了现实。 那一刻，白莉
心中犹如晴天霹雳。

我和丈夫崩溃到痛哭

自童童被确诊，白莉用了半
年时间才接受这个现实。 是什么
导致了儿子的不幸？ 白莉把责任
归咎到自己身上。

面对年幼的童童，看着他耷
拉着脑袋一言不发，甚至像一株
没有感情的植物时，白莉忍不住
自责：“这一切是不是因为我怀
孕时吃了没烤熟的羊肉串？ 还是
生产时催产素打过量了？ ”

事实上，和童童一样不幸的
孩子已是一个规模越发庞大的
群体。 近日，孙梦麟参与创办的
五彩鹿自闭症研究院发布了《中
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
况报告 3》。

报告显示，中国自闭症发病
率达到 0.7%， 目前已约有超过
1000 万自闭症谱系障碍人群，其
中 12 岁以下的儿童约有 200 多
万。 而根据美国的最新研究数
据，自闭症儿童发病率已由 2009
年的 1／88，上升至现在的 1／45。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自闭症
降临在这些幼小的灵魂上？ 孙梦
麟介绍：“全球医学研究目前尚
无法确定自闭症的病因、也没有
药物可以治愈， 致残率极高，且
可能长期甚至终身伴随。 ”

在白莉的小家庭中，随着年
岁的增长，童童的病情却愈发严
重。 焦躁时，他会狠狠咬妈妈的
手，直到妈妈喊疼才会松口。 发
脾气时将枕头扔出窗外，甚至莫
名摔掉家里各种器具。

白莉犹记得童童四岁时，家
里爆发的一场“战争”。 深夜里童
童突然烦躁不安，不断在床上大
吼大叫。 第二天还要早起的爸爸
忍无可忍，冲进房间就对童童一
顿打骂。

“你打，往死里打，打死他
吧。 ”白莉怒斥丈夫。

“是，打死了你我都解脱。 ”
丈夫流着泪回答。

有时，只因童童乱发脾气，白
莉和丈夫就能情绪崩溃到痛哭。

看得见的负担， 看不见的
压力

和每个有自闭症孩子的家
庭一样，白莉一家面临的最现实
问题就是给童童的治疗。 这就像
一场看不见终点的长跑，在无望
中寻找希望。

为了缓解童童的病情，白莉
尝试各种方法，西医治疗、中医
针灸，甚至各种网络偏方，花钱
无数。

即便照顾童童已让白莉力
不从心，但她却仍不敢辞去工作
全力照顾家庭。 2016 年 10 月，为
缓和孩子病情，她将童童送进了
一家儿童自闭症康复机构。 而每
个季度 18000 元的治疗费， 压得
全家喘不过气。

除了支付每季度的康复费
用， 她还为孩子的语言恢复报
名了 20 课时要价 12000 元的

“口肌训练”课。按白莉的计算，
加上杂七杂八的支出， 夫妇俩
每月总共一万出头的工资很难
留下存款。

实际上，白莉的家庭条件令
很多同事羡慕。 夫妻俩都是土生
土长的北京人， 孩子出生前，入
读名校的学区房也都齐备，可谁
曾想， 学区房却派不上用场，本
来优渥的生活也大打折扣。

“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们
的收入不会这么低。 ”白莉说，面
对很多次公司晋升的机会，她都
故意放弃了：“晋升意味着工作
压力更大，但孩子长时间见不到
我，就会犯病。 ”

的确，在妈妈眼里，童童是
个黏人的小孩：“有一天我下班
回家晚了 2 小时，童童就坐不住
了，打开门冲着空无一人的楼道

不停喊妈妈。 ”
花销是看得见的负担，但让

白莉更难过的是身边那些看不
见的压力。

有一次，白莉和童童商场遇到
陌生小朋友，童童想向对方示好打
招呼，就一股脑用力抱住小朋友的
头。 而这一幕在对方家长眼里，却
成为一种隐形的伤害：“大庭广众
的你就让儿子欺负别人？ ”

无论白莉如何道歉解释，这
位妈妈呵斥着白莉，并一把将童
童推倒在地。 白莉说，那次她哭
得最伤心。

童童怎么上学
是个大问题

如今，童童在一家自闭症康
复中心学习， 在进入康复中心
前，白莉在 2016 年 8 月曾将童童
送进了一家公立幼儿园，但这个
打算在一个月后就被推翻。

由于童童不适应午休，总在
其他小朋友睡觉时发出声响甚
至吼叫，导致白莉每周都会被叫
到学校，要求教导孩子不要打扰
别人休息。 为此，白莉不得不在
中午后就把童童接回家。

不久，白莉又收到老师发来
的一段视频。 视频里，孩子们都
围在老师身边做游戏，只有童童
一人搬着小板凳躲在教室的角
落，不参与任何课堂活动。

“老师只把视频发给了我，告
诉我孩子在这里没办法学习，应
该考虑送去培智学校。 ”白莉说。

然而，想要进入培智学校也
非易事。 在多次联系一所培智学
校后，白莉得到的回复是：“培智
学校主要服务于智力低下的儿
童，自闭症不是智力低下。 ”

“听障、失明、智力残障的学
生都有地方可去，但自闭症儿童
却无路可走。 ”白莉说。

如今，白莉在焦虑：康复机
构只接收 7 岁以下儿童，眼看着
儿子明年 7 岁，正常小学能不能
接纳童童？ 培智学校又能不能接

纳童童？

我甚至希望他走在我前面

家庭的开支、 孩子的上学，
甚至等自己老了之后，童童的生
活怎么办？ 关于未来，白莉甚至
不敢想象。

《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
发展状况报告 3》 的一组数据显
示， 全国范围内的自闭症患者，
病情评估为轻度的占比为 10%，
这一部分人能独立生活、走入社
会、承担工作。

病情评估为中度的占比为
70%，他们往往能实现生活自理，
了解社会规范，在有限辅助下独
立生活； 另外 20%的重度自闭症
患者， 则完全依靠家庭养护，完
成生活自理已是一种“奢求。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
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张纪
水解释，眼下，中国对自闭症儿
童的帮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目前，针对孩子初期的评估
筛查费用，张纪水提出，父母可
按当地政策，享受一定程度的补
助或补贴。

张纪水解释，一般而言，轻度
自闭症儿童能进入正常学校就
读， 中度则应考虑进入融合学校
或采取家长陪读， 但若是重度自
闭，目前只能在家庭接受教育。

“对自闭症儿童进行干预治
疗，很重要的一项便是重塑孩子
信心，发现兴趣爱好，培养一技
之长。 ”张纪水说。

除了眼前的入学难，孩子未
来的人生应当如何保障，成了白
莉挥之不去的担忧：“想着我们
死后孩子可能连自理能力都没
有，有时候我甚至希望他能走在
我前面，我才好给他安排一切。 ”

如今， 白莉开始有意识地
培养孩子的技能。 在做饭时，她
总会把孩子放在身边：“哪怕他
以后会自己摊煎饼卖， 我也能
放心点。 ”

（据中新网）

4 月 2 日是“世界自闭症(孤
独症)关注日”。 北京市孤独症儿
童康复协会会长、北京大学第六
医院主任医师贾美香教授在接
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称，对孤独
症患者的救助不只是医疗问题，
也不仅仅是残疾人事业的一部
分，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相关资料显示，孤独症起病
于婴幼儿期，主要表现为不同程
度的言语发育障碍、人际交往障
碍、 兴趣狭窄和行为方式刻板，
约有 3/4 的患者伴有明显的精神
发育迟滞。 目前，孤独症已成为
世界上人数增长最快的严重性
病症， 占中国儿童精神残疾首

位。 当前中国孤独症患者中 0 至
14 岁的儿童患者数量在 300 万
至 500 万之间。

贾美香是中国最早从事孤
独症康复工作的专家之一，见证
了 30 多年来中国在孤独症康复
领域的起步和发展。 她称，中国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才开
始涉足孤独症康复领域，而孤独
症患者真正引起关注是在最近
10 年里。 近几年，无论是政府层
面还是社会各界都对孤独症给
予极高的重视，各地都有专项拨
款，以保证患儿的早期康复和干
预训练。 各种康复和特教机构也
应运而生， 在前两年的统计中，

针对孤独症儿童的相关机构达
到 1700 多家。 这些基础保障，极
大提高了孤独症患者的治疗和
康复效果。

但贾美香亦指出，中国孤独
症患者的康复情况仍不容乐观，
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一些家长对孤独症缺
乏认知，或者不愿面对现实。 他
们要么因为不了解而将孩子的
一些异常行为理解为发育晚，或
是天性孤僻、好动等，要么明知
“不对劲”，却幻想孩子长大一些
会有改变，由此耽误甚至错过了
治疗的黄金时期。

二是相关机构的数量与质量

不成正比。 由于目前尚无针对孤
独症儿童康复和教育等机构的统
一标准，加上人才匮乏，很多机构
存在不规范、不专业的问题，在患
儿家长“病急乱投医”情况下，也
导致了一些孩子的康复效果不理
想，甚至耽误、加重病情。

“孤独症患儿康复治疗的黄
金期是在 6岁以前， 而且越早干
预效果越好。 ”贾美香表示，她还
呼吁出台针对孤独症儿童服务机
构的国家标准，以创造更规范、更
专业、更系统的康复治疗环境。

作为医疗工作者，贾美香称
自己常有“力不从心”之感。 她认
为，对孤独症患者的救助不仅仅

是医疗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孤
独症很难治愈，这就意味着绝大
多数孤独症患者一生都需要有
人照顾，有人“安排”。“0-6 岁是
早期干预训练和康复治疗，6 岁
后面临教育问题，成年后有就业
问题，踏入社会后更面临生存环
境的问题，未来还有养老问题等
等。 如果早期的问题得不到
解决，必将给未来社会增加更大
的负担。 ”

她希望，全社会对孤独症患
者能从了解到关心，从包容到接
纳，关注他们的生命全程，让这
些生而不幸的群体未来不再“孤
独”。 （据中新社）

对孤独症患者的救助是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