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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广州自闭症青年的就业成长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一直觉得他很难
就业。 ”

回想起过去的 23 年， 癸汶
妈妈觉得幸运， 也感到艰难。
1998 年 2 月， 一个男孩呱呱坠
地，本该让一家人感到兴奋和期
待。 然而，在头四年，癸汶从没说
过一句话，“刚过 4 岁，还是不懂
表达，便拍打头部和哭闹来表达
不满”。

令癸汶妈妈印象深刻的是，
癸汶不懂与人沟通，听到音乐或
广告便拼命跑开， 或捂耳朵哭
闹，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只上
了两天的学就被人劝退，此后多
年便再没进过校园。 那时，是少
年宫“收下”了癸汶，让他尽情地
画画、唱歌，后来还成为了少年
宫特殊艺术家工作室的一员。

在美术、音乐以及跑步训练
下，癸汶的自我约束、情绪控制、
沟通表达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可
即便如此，他还是找不到一份适
合的工作。 虽然癸汶有了当美术
家，卖画挣钱的梦，但在癸汶妈
妈看来，“艺术就业从来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癸汶需要正儿八经地培养
一份职业技能。

而对森友而言， 确诊自闭症
的那天，家里便遇上巨大的变化。
“那时森友有一些自闭症表现，那
也是医生告诉我们才知道， 终身
无法痊愈。 ”那些年，森友奶奶为

了让森友上学，跑了四所学校，求
得一所接纳。“我可以为了森友舍
弃自尊， 但是森友要有尊严地活
下去。 我不希望森友在一个封闭
的环境中长大， 他需要和社会接
触，最终达到自立自理。 ”她不仅
说，而且一直陪了 20年。

然而，那些时候，更像是“挣
扎”。 所有家长都在质问：“如果
我先走了，孩子怎么办。 ”

他们上了职中
还拿了 offer（录用通知）

曾经被称为“星星的孩子”
的自闭症孩子们，在过去十几年
间成长为少年。

令癸汶、森友等人的家人没
想到的是，在这座城市，他们从
来不是孤军作战，面对这个一辈
子的“战争”。 彼时，广州市少年
宫开设了全国第一个“特殊儿童
美术实验班”， 成立特殊儿童教
育部，引进专职老师，增设多项
课程， 对外开放公益免费学位。
不少人都曾在这里绽放光彩。

2013 年前后，广州市扬爱特
殊孩子家长俱乐部的一批家长
通过数据调研，收集了当时特殊
需要人士教育及就业情况，并向
有关部门表达诉求，得到各方积
极回应。 广州市教育局首次在 3
所职业学校开办启能班，让轻度
智障和自闭症学生接受中职教
育，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了轻度
智障和自闭症学生职业教育零
的突破，至今未曾中断。

其中， 癸汶等人更是因此得
以再次踏入校园，感受集体生活。

而为了实现职业教育与就
业的有效衔接，广州更是依托广
大社会组织力量，开始了一系列
的岗前适应性培训和支持性就
业项目，帮助各类心智障碍青年
寻找合适的工作。 癸汶走进了广
州市心友心智障碍者服务协会
打造的社区长者饭堂，从帮工开
始实习。

那时，癸汶妈妈说：“你喜欢
旅游，那就需要自己挣钱，工作
了才有钱。 ”

令癸汶妈妈印象深刻的是，
“以前癸汶还会工作出错就闹情
绪， 那时我们就不断给他分析，
慢慢地，他也会在日记里写他发
脾气的事情，然后问是不是不能
当三好员工。 ”癸汶妈妈说，“其
实我这当妈的很失败，一路走来
都没有计划，走一步算一步。 但
现在， 癸汶不管是学习还是工
作，都很认真。 ”

森友则在广州番禺工商职
业技术学校毕业没多久后，收到
一封来自品牌服饰公司的 offer。

原来，森友和奶奶的故事经
媒体传播，悄悄打动一些人。“这
是我们公司老板决定的，很早就
决定招收森友。 当时我们大家都
不太了解如何接触自闭症群体，
特意一起看了一部森友相关的
纪录片。 ”

森友奶奶尤其记得，森友入
职上岗质检员 3 天，在剪线头的
工作中“太认真， 把缝线也剪

了”， 一下子就把几百件正品剪
成了残次品。 然而，这个小插曲
并未影响他的前景。 企业老板认
为：通过这个小“意外”，也让更
多人更了解了森友工作的特点
了，重新安排合适的工作，问题
就解决了。

有更多人
正在寻求就业的可能

“到现在我还觉得就像梦
一样。 ”

对于这些孩子工作的，森友
奶奶说两三年前她都没有想过
森友有机会可以工作，“我想过
如果他找不到工作，我会让他半
天去哪个地方帮帮忙，然后半天
继续学习音乐和绘画，至少让他
有事情干就行了。 ”

值得关注的是， 目前广州
市成年心智障碍者的职业技能
培训主要依赖民办康复训练机
构和职校启能班/特殊班，培训
内容以生活自理和工作常识类
为主， 而培训方式主要是室内
上课。

据调研显示：仅 36%的成年
心智障碍者接受过职业培训，未
接受培训的最主要原因是“不知
道哪里提供”，而“不适合”或“没
什么用/缺乏针对性” 的比例也
较高。 对于就读于职高启能班的
成年心智障碍者，仅有 17%的心
智障碍人士参加过实习。

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
俱乐部相关负责人透露， 今年，
为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切实做
好广州市残疾人就业培训工作，
提高残疾人就业率和就业水平，
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继续实施
好广州市残疾人就业培训工程，
扬爱将开展广州市残疾人毕业
生岗前适应性培训，联动更多机
构，探索癸汶、森友等人的成功
就业经验，复制推广。

上述负责人称，广州市残疾
人毕业生岗前适应性培训涵盖
了“转衔培训”“岗位适应性训练”

“就业跟踪服务”等，将打通整个
就业链条， 在前期提升学习工作
所需的独立出行、合作沟通、情绪
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中期根据学
员评估情况， 在真实的情境中提
升社交礼仪、超市理货、快递员、
办公室文员等能力； 后期为心智
障碍者提供职场访视、 工作拆解
及辅导、 雇主或专业机构咨询服
务、家庭支持服务等。

“过去，大家一直单打独斗，
没有打通整个环节，导致岗位开
发不足，同时各方面的衔接不充
分，然而，其实每一个机构都在
创造一些突破口，亟需将彼此的
优势和经验汇聚起来，推动融合
就业。 而扬爱作为‘家长组织’，
能充分了解和分析特殊需要人
士真实就业诉求，发挥资源链接
平台的优势，联手社会多方一同
推动这个事情， 包括和癸汶、森
友等人所在的机构或企业一起
探索更多可能性。 ”该负责人说。

（据“善城广州”）

■ 余和

对于癸汶、森友几个二
十岁左右的年 轻 小

伙而言 ，4 月 2 日这一天和其
余 364 天没有不同。 他们有的
在长者饭堂协助制作 80 份长
者午餐； 有的在品牌服饰公司
适应‘流水线’工作。

即便没有说出来， 但他们
都在努力褪去自己身上的标
签———‘自闭症谱系障碍’。

很少人知道， 过去 20 年，
癸汶只上了 2 天幼儿园便被劝
退，直到 2013 年才再度进入校
园；森友被确诊自闭症时，求学
跑了四所学校，三所拒绝。 那时
候 ，人们谈到未来 、谈到就业 ，
想不到任何的可能性。

即便到了今天， 融合教育
兴起、自闭症逐渐被熟知，相关
数据显示：2019 年， 广州市 16
岁及以上持证心智障碍人士为
2.4 万人，正在普通企事业单位
就业的比例仅为 4%。 ‘如果我
离开了，我的孩子怎么办？ ’这
个问题成为了困扰逾 2 万心智
障碍群体的终极难题。

自闭症是一种从幼儿期
开始显现的终身神经系统疾
病 ，主要特点是独特的社会互
动 、非标准的方式学习 、对特
定主题有强烈兴趣 、倾向于常
规惯例 、 一般沟通存在障碍 ，
以及处理感官信息的特殊方
法。 对这种神经系统变化给予
适当支持 、调节和接纳可使自
闭症谱系障碍群体得到公平
的机会 ，并且能够全面 、有效
地参与社会。

今年世界自闭症关注日的
主题是：共同努力，关注与消除
自闭症人士教育与就业障碍 。
即便正常的成年人， 在一个竞
争性环境中也需要经历适应
期。 ‘星星的孩子’更是要面对
异于常人的困难和挑战。

癸汶、 森友等人的成功就
业，让他们成为了家长圈中‘最
帅的仔’。 在这座以包容、开放
著称的城市中， 这些故事正在
尝试不断复制。

“
� � 森友在广州番禺工商职业技术学校毕业没多久后，收到一封来自
品牌服饰公司的 offer

� � 癸汶走进了广州市心友心智障碍者服务协会打造的社区饭堂，从
帮工开始实习

� � 广州市扬
爱特殊孩子家
长俱乐部开展
相关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