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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3 月 28 日上午，在山东青岛
同沐阳光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
心，绰号“小班长”的陈星星（化
名）面带微笑，手指灵活地制作
着一朵朵手工花。

这是她在这里工作的第二
个年头，这个被诊断为自闭症的
成年“孩子”，从两年前需要家人
全职照顾，到现在能像正常人一
样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可喜
的变化背后，离不开一群大学生
青年志愿者的热心帮助。

“爱星”大龄自闭症患者帮扶
志愿服务队是由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6 名大学生发起、 现有 39
名成员的青年志愿服务队伍，他
们从调研自闭症患者开始， 逐渐
向帮助大龄自闭症患者就业方向
转变， 两年来已经帮助 3 名大龄
自闭症患者成功实现了就业。

融入

自闭症患者被人们称为“来
自星星的孩子”， 陈星星是“爱
星”服务队决定帮助就业的第一
个大龄“孩子”。

今年 24 岁的陈星星家住青
岛市市北区， 幼时便被诊断为自
闭症，固执、行为刻板、情绪狂躁，
严重时， 她甚至会把自己啃咬得
鲜血淋漓。妈妈为了照看她，辞掉
了工作，时刻跟着她，一家人每天
都活得胆战心惊， 不知道这样的
生活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们一开始只是想简单对
自闭症‘孩子’进行调研，但是看
到‘小班长’的不幸遭遇后，我们
觉得应该尽力为这一群体做点
实事，经过讨论，我们认为最好
能够帮助他们就业。 ”志愿服务
队队长、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勘
查技术与工程专业 2016 级学生
陈阜斌回忆。

2017 年 8 月的一天，“爱星”
志愿服务队的大学生志愿者通过
青岛市残联联系上陈星星的家
人，了解情况后，提出要为陈星星
找一份工作，让她脱离被“圈养”
的生活， 让她在工作中获得幸福
感。 这让一家人不敢相信。

志愿服务队首先开始了解
青岛市相关的就业政策和能够
接收大龄自闭症患者就业的单

位，走访了青岛多家辅助性残疾
人就业机构，并最终选择了适合
大龄自闭症“孩子”就业的同沐
阳光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 该
就业中心主要面向青岛市市北
区范围内的精神残障人士，为其
提供就业岗位。

陈星星全家知道有机构接
收陈星星就业的消息时，兴奋至
极，但听说机构规定“有暴力倾
向的人不予接收”后，一家人顿
时又泄了气。

“看到陈星星父母充满希望的
眼神一下子黯淡下来，我们心里也
很难受。 ”服务队成员、勘查技术与
工程专业 2016级学生高旻当即和
大家商量， 无论如何也要克服困
难， 减轻陈星星身上的暴力倾向，
让她能够被就业中心接收。

然而，解决问题远非想象得
那么容易。 刚开始，“小班长”根
本不理会志愿服务队成员，烦躁
的时候甚至会赶他们走。

对此，志愿服务队为陈星星
量身定做了一张“康复表”，通过
教授一些互动性强的歌曲、陪伴
她一起看书、 和她一起玩游戏、
鼓励她说话，并对她的进步给予
表扬等方式逐渐和陈星星建立
起信任。

“她的年龄比我们大，但她真
的就像一个跟自己怄气的孩子，
你耐心地去陪伴她、鼓励她，她就
会和你很亲近。 ”高旻回忆，不会
系鞋带就一次次地教， 害怕上公
交车就牵着她的手带她慢慢克服
……服务队用课外时间一次次奔
走于学校和“小班长”的家，用耐
心和爱让她慢慢敞开心扉。

圆梦

久而久之，陈星星开始接受
志愿服务队成员并慢慢信赖他
们， 身上的暴力倾向也逐渐减
轻。 志愿服务队队员与辅助性就
业中心负责人协商，让她跟着一
起工作一段时间，视情况来决定
她能否在就业中心工作。

“看着她终于迈出了第一
步，我们的内心喜忧参半，担心
她表现不好，不能留在就业中心
工作，结果她表现得出乎意料地
好！ ”高旻感到伙伴们的一番努
力没有白费。

“陈星星适应得很快，她很
喜欢别人夸奖她，也有一点‘争
强好胜’，我们为了鼓励她，让她
担任就业中心的小班长，当了小
班长后她的手工活也做得更快
更好了。 ”就业中心相关负责教
师邹红笑道。 如今，陈星星不但
在就业中心工作得很开心，还结
交了一大帮好朋友。

与“小班长”的“争强好胜”
不同，另一名受到“爱星”志愿服
务队帮助的自闭型“孩子”姜文
龙（化名）今年 23 岁，性格温和，
不爱说话，却很喜欢问别人的电
话号码， 看见自己喜欢的人，不
由分说地就会上去拥抱别人。 这
些行为让他父母为之担忧，只能
让他待在家中。

服务队员去到他家的时候，
他不肯让父母开门，对陌生人的
恐惧让他死死抓着门把手。“当
时他对我们很抵触，根本不愿意
见我们，或者就是在一边一句话

也不说，就盯着你看。 ”
接触时间久了，志愿服务队

队员发现，姜文龙对数字极其敏
感， 看过一次就能过目不忘，发
现了他的兴趣点，队员们就和他
玩数字背诵的游戏，并且给他鼓
励和表扬。

“第一次听他背诵的时候我
很震惊，那是他第一次说那么多
话，我当时眼泪都流出来了。 ”姜
文龙妈妈回忆。 鼓励与赞扬让姜
文龙慢慢地打开了他的世界，开
始愿意和别人交流。

初步的帮扶成功之后，服务
队联系辅助性就业中心，陪着他
适应就业中心的群体生活，直到
他能够和就业中心其他大龄自
闭症患者融洽相处。

传递

“爱星”志愿服务队的大学生
们在帮助一个个大龄自闭症“孩
子”找到工作、获得幸福感的过程
中， 自己也充分体会到了帮助别
人、奉献青春的快乐和担当。

“和他们在一起时你会变得
很纯粹，不需要去猜测他们快乐
与否，因为他们所有的情绪都很
鲜活。 ”高旻觉得和这群孩子一
起， 也是自我不断成长的过程，
这代表了志愿服务队员的普遍
感受。

服务队队长陈阜斌是一名
预备党员，在参加志愿服务过程
中，自己的学习成绩非但没有受
影响，反而把帮助别人的快乐化
为学习成长的动力。 他不仅成绩
优秀，先后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等 9 项奖学金，而且以第一作者
发表了 3 篇国家级期刊论文，拥
有 1 项国家级软件著作权，两项
专利。 2018 年，他以中国青年代
表团团员的身份参加了第 73 届
联合国大会。

为了把“爱星”大龄自闭症
患者帮扶志愿服务队的志愿服
务精神进一步发扬下去，2019 年
3 月 22 日， 世界自闭症日前夕，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在同沐阳
光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正式
成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
务基地，让更多的大学生青年志
愿服务者参与到帮助自闭症患
者的队伍中来， 和更多自闭症

“孩子” 建立长期的一对一帮扶
机制， 力求让更多大龄自闭症
“孩子” 走出家庭， 获得一份工
作，顺利融入社会。

“播种近两年，今天终于开出
了花，以后还会结果、根深蒂固。 ”
陈阜斌动情地说， 作为服务队第
一批老队员， 他记得近两年来所
有的汗水与喜悦，“我们一直有源
源不断的新力量汇入， 一开始 6
个人，到现在 39 个人，将来一定
有更多人参与， 志愿服务队正汇
集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让‘来自
星星的孩子’不再孤独。 ”

“让爱传出去，那前方漫漫
人生路，有你的祝福，没有过不
去的苦”， 在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与同沐阳光残疾人辅助性就
业机构的志愿服务基地揭牌仪
式上，40 名自闭症“孩子”表演起
了手语舞， 令人动容的歌声里，
这份爱将抵达更多人的心田。

（据《中国青年报》）

2019 年 4 月 2 日，中国扶贫
基金会 2018 年度捐赠人大会暨
成立三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友
谊宾馆举办，好丽友应邀出席纪
念活动并获年度突出贡献表彰。

好丽友长期耕耘脱贫攻坚
一线， 在帮扶对象上力求够精
准， 在扶贫方式上力求有温度，
公益大赛、爱心厨房、抗震救灾
等项目成为企业与基金会合作
的典范。

2018 年度好丽友投入近 170
万元用于精准扶贫，直接受益人
群达 3 万余人。 好丽友长期关注

欠发达地区儿童饮食安全及营
养健康，在前期福建长汀、安徽
砀山成功试点基础上，再度为河
北省围城县 11 所学校援建“爱
心厨房”， 并邀请膳食专家作为
志愿者，为师生们带来生动有趣
的膳食营养知识课堂，让孩子们
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吃的科学。

此外，好丽友还携手中国儿
基会，加入全国儿童食品安全守
护行动。 通过举办城市行广州站
活动， 为 9 区 10 校搭建移动体
验营，并开放花都工厂，突破传
统学习模式，让孩子们在互动体

验中享受学习食品安全知识的
乐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艰
巨的任务是脱贫攻坚， 而营造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社会氛
围有助于这一艰巨任务的顺利
完成。 好丽友公共事务部总监
张晓艳表示，未来，好丽友将继
续秉持“好丽友，好朋友”理念，
聚焦公众健康、青少年发展、与
环境共生、社会救助领域，携手
员工、合作伙伴、消费者以及所
在社区，助力精准脱贫，实现可
持续发展。 （王勇）

深耕脱贫攻坚一线 好丽友再获嘉奖

志愿者与自闭症患者一起做手工 自闭症“孩子”在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