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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一年一度的世界自闭症日。这个
特殊的日子，少有人知。

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虽
然不聋，但对外界充耳不闻；虽然不哑，但不
愿开口说话；虽然他们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纯
净、漂亮，但也像星星一样冷漠，在遥远而漆
黑的夜空中独自闪烁着。这些孩子就是自闭症
儿童。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属广泛性发育障碍
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以男性多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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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有一个诗意的称呼，叫做误落入人间的“星
星的孩子”。

周静，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理事、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自闭症儿童救助基金执行
主任。她还有一个身份——— 自闭症儿童家长。
周静说，全球有3500万人患有自闭症，自闭症
儿童不仅数量大，而且数量逐年上升，提升社
会对自闭症的关注度和加大普及自闭症康复知
识很重要。“让我们一起关爱自闭症儿童，为
星星的孩子点亮一盏蓝灯。”

寻找“遥远星球”的突围

周静与自闭症结缘于1997年2月3日，她永
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既平凡却又改变了自己一生
命运的上午：“我两岁的儿子被确诊为自闭
症。伤心、绝望、愤怒、抱怨……同大多数自
闭症孩子父母一样，我和我的先生在之后的几
年里经历了一系列的情绪变化，原有的生活被
全部打乱。” 在得知孩子是自闭症儿童的初
期，同其他家长一样，尝试各种方法试图治疗
这种病情，然而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效，反而
让家庭关系更紧张，好在先生是个豁达的人。
慢慢地，开始去学会面对现实。“常人很难想
象这种状况对于家长的打击，为了照顾孩子，
我不得不离开原有的工作单位，为了挣更多的
钱给孩子治疗，我不得不选择更高薪水的工
作。自闭症的孩子在你身边，但他只在他的世
界里，所以也少了不少天伦之乐，更重要的
是，自闭症孩子需要家长的24小时看护。”孩
子看似距离很近，却无法轻易走近，不愿意跟
人交流，甚至对妈妈也没有太多依恋。直到几
年之后，周静才逐渐醒悟：人要活着，生活也
要继续，负面的情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经
历了无数弯路与挫折后，周静与丈夫开始冷静
面对自闭症儿子的问题。与其整天坐在家中愁
眉苦脸，试图寻找偏方去幻想治愈孩子，不如
走出去正式面对生活，将自闭症归为生活组成
的一部分。有了新的认识，生活也就有了新的
变化。周静和先生先后加入北京市孤独症康复
协会，并在这里认识到了一些自闭症孩子的家
长，他们在这里开始了自救之路，周静的先生
本是个热爱旅行的生活达人，决定既然孩子选
择了来到这个家庭，就一定要陪他过好这一
生。于是，在先生的倡导下，周静联合了其他
两个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抱团取暖，组成了
一个自闭症互助小组。三个家庭有相同的经
历，相同的困境，在达成共同的认知后，三个
家庭由三只手掌，组成了一个拳头，向新的生
活发起了冲击。

他们形成一个星星车队，每年至少有一次
带着孩子开车远行，带领三个自闭症孩子一起
看看外面的世界，走进大自然，看山川秀美、
云蒸霞蔚，在旅途中感受世态变化、沧海桑
田。这样一走，就是十多年。至今，已经连续
坚持十三年，行程十几万公里，足迹遍及全国
二十五个省市。在旅途中，三家人俨然早已变
成一个大家庭，互助互爱，家长们互相取经学
习，孩子们也感受到来自外界的不同信息，有
苦有累但是更多的是爱。这十三年的旅行过程
中发生了太多的故事，最后终于集结出书，在
成稿之际，欠缺了某年的旅游日记，也是时间
太久了，大家都不记得了。正在此时，毛毛
（化名）走进父母的房间，从床底下一个老旧
的箱子里翻出来一个黑本子，里面正是记载着
这次旅行所发生的故事，就在毛毛拿出本子，
并大声念道的时候，家长们眼泪一下子湿润
了，他们不是为孩子的记忆力有多好而感动，
而是知道常年的旅行有了意义，孩子们在耳闻
目染中感受到了父母的爱。更为令人惊讶的
是，毛毛还记得这13年来每一次出行旅游拍照
的日期、地点、星期几，甚至还可以在3小时内
完成千里拼图。这深深地鼓舞了三个家庭，这
种无私而深沉的爱深深地包裹着这三个家庭，
并成为他们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周静有了自己的深
刻体会。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耐心总结和整理自
己的体会与心得，并且在外界协助下将这些心
得与体会归纳起来，就很容易找到需要帮助的
点、线、面，当然也就相对容易找到提供帮助
的可能。这恐怕就是接受帮助与自助之间相互
关联的原因所在，两者缺一不可。社会的力量
是巨大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渺小的。
只要我们不断地坚持和努力，就一定会找到一
种或多种针对自闭症的救助途径，让更多的热
心人士、社会团体以及政府机构参与到我们的
努力中来。

在这一过程中，周静接触到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大量的自闭症家庭，他们面临的各种现实
问题令周静这个曾经陷入绝望的人都感到触目
惊心。“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我和我的先生
觉得，既然上帝选择我们与自闭症结缘，那我
们应该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了。”的确，每个
孩子都会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只要我们永
远不放弃对他们的爱。这些“来自遥远星球”
的孩子们终将长大，可当父母老去，他们又将
去往哪里？

通过北医六院杨晓玲教授的介绍，周静结
识了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经过一段时
间的接触，“我和先生都加入协会，并成为了
协会的理事。”从此，她开始踏上了帮助他人
也是帮助自己的公益之路。

探索星星的艺术天空

“在协会的工作增长了我们的知识也开阔
了我们的眼界，同时也让我们真正接受了自闭
症目前尚且不能治愈的事实。”周静通过和一
些家长们及国外一些相关机构的交流学习和自
己的不断尝试，一个全新的治疗模式出现在面
前：通过艺术手段的介入进行干预治疗。

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的实践检验表明，相对
于普通儿童，很多自闭症孩子都具有不一样的

艺术“天赋”。不仅如此，他们的症状在经过
从事长期的、连续性的艺术活动后，能够表现
出明显的好转。这一发现让周静欣喜若狂，迫
不及待地想要将其应用到自闭症孩子的康复训
练之中。

周静说，他们的这一想法也得到了许多自
闭症家长的大力支持。在以清华美院李木教授
为首的几位家长和众多的爱心志愿者的帮助
下，绘画疗育课程正式开始。虽然也曾饱受质
疑和诟病，但从绝望之中走出来的周静及“周
静们”并没有轻言放弃。也正是由于当初的这
份坚持，当然，也是得到了众多社会爱心人士的
慷慨解囊，还有协会工作人员的没日没夜的努
力，才能有艺术疗育今天所取得的这些成绩。

2008年4月2日，第一届艺术疗育课程成果
展“爱在蓝天下自闭症艺术展”开幕。虽然这
只是一个小小的自闭症儿童画展，但赋予了
“周静们”太多的意义。周静记得，画展开幕
当天，孩子们在展馆里欢笑、表演，而他们这
些家长们却相拥在一起喜极而泣。

至今每年都有至少3次以上的大型自闭症儿
童画作展览，若干次中小型展览，还有无数的
商家邀约的义卖型展览，通过这些展览，让更
多的人了解到了自闭症孩子，让更多的自闭症
孩子家长有了信心，让更多的自闭症孩子也有
了欢乐与坚持。

让星星不再独自闪烁

随着“爱在蓝天下”画展一年一度的举
办，艺术疗育也逐渐为全国所知。许多来自其
他省市区的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机构纷纷来到
北京向周静及同行取经，并将这一疗育手段带
向了全国各地。自闭症儿童画展一时间遍地开
花，艺术疗育成为了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最常
见的形式之一。

在周静深感欣慰的同时，另一个严峻的问
题摆在了自己的面前。随着协会知名度的提

升，且是全国唯一一家不向自闭症家庭收取任
何费用的组织，越来越多的自闭症儿童家长想
让孩子参加到她们的艺术疗育课程中来。“面
对着巨额的开支，我们一度陷入困境，迫不得
已拒绝了许多家长的申请。”

周静说，怎样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想到了
借助公益的力量。“在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沟通之后，我们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基金
会允许我们在其名下成立了自闭症儿童救助基
金，开始面向全社会为自闭症儿童免费的艺术
疗育课堂募资。”

项目开展以后，他们先后得到了一大批爱
心企业的帮助，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的
捐款。此刻，处在众多孩子家长的掌声和鲜花
包围中的周静等并没有沾沾自喜，“因为我们
清楚地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于自闭症人群
的需求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为了星空的灿烂与温暖

作为自闭症孩子的母亲和一名长期从事自
闭症康复训练活动的从业者，周静深切地知道
自闭症人群的需求所在。病症的康复需要医疗
技术手段的进步、大龄孩子的养护需要政府的
政策支持，这些都不是一名普通家长能够解决
的问题，“我们只能尽力起到一些促进的作
用。除此之外，经济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是摆
在自闭症患者家庭面前最为重要的问题”。

为此，周静等发起了“星光益彩自闭症艺
术疗育”公益项目，在艺术疗育课堂和“爱在
蓝天下”画展的基础上，对孩子们的画作进行
义卖和拍卖，同时开发画作的艺术衍生品进行
义卖。星光益彩项目的所有收益，除去制作成
本，一部分直接返还给画作作者的监护人，另
一部分回馈艺术疗育课堂，用于购买孩子上课
所需的画笔、画纸、颜料等画材。

艺术疗育其实就是用艺术为介质的一种新
型的疗愈方法，关键是操作者要有爱心、耐
心、恒心，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专业知识及操作
手段，要有悟性。“星光益彩”项目的目的一
方面是让自闭症患者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有所
收获，并为社会所认可，另一方面也能使艺术
疗育课堂具有造血能力，能够可持续地发展下
去。

“星光益彩”项目开展以来，他们举办了
无数次的小型画展和义卖、拍卖活动，用小画
家们的画作制作的衍生品更是深受人们的喜
爱。许多购买画作和衍生品的爱心人士表示，
他们的举动已经不仅仅是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
情和爱心，更是对画作和衍生品本身价值的认
可。周静说，虽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认可，对
于自闭症家长们来说，却是目前能够得到的最
大的欣慰。

愿“星星的孩子”不再迷路

每个人既有自然人属性也有社会人属性的
一面，自闭症孩子也是社会人，他们也必然有
社会人属性的一面。“他们希望被接纳、被认
可、被肯定、被鼓励，他们愿意与我们一样融
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周静说，孤独症不代表
他们愿意孤独，只是他们没有学会我们的处事
规则，他们不知道该怎样与外部世界舒服适合
地相处。“他们很敏感，很小心地用他们的视
角在观察着这个世界及他们周围的我们。他们
不愿意冒犯我们，不愿意让我们不高兴。如果
说他们以一种让我们不高兴的方式对待我们，
那是他们想跟我们沟通，为的是引起我们的注
意。”

自闭症自1943年被发现至今已经过去了70
多个年头，依旧是全球医学界无法解决的课
题。据中国公益研究院《中国自闭症儿童现状
分析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自闭症儿童数量约
为164万人，而且发病率在逐年上升。专家指
出，自闭症的致病机理尚不清晰，至今仍是一
个世界难题。遗传、免疫和环境的协同作用可
能是自闭症发生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环境因素
影响可能在逐渐增大。

从一定角度看，这些孩子只是迷路了，许
多爱心人士一直在努力，让他们回到大路里面
来。“哪怕慢一些，没关系，只要他们能和普
通的孩子走在同样的路上。”这是家长们共同
的心声。周静期待让这些“星星的孩子”能和
普通的孩子一样，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上课，
与同龄孩子们快乐地嬉戏，得到社会的认可与

尊重。作为公众人士，可以加深对自闭症的认
识，体谅和支持自闭症儿童家长所面对的困难
及挑战，避免因误解而责怪家长；接纳和尊重自
闭症人士，不要歧视或戏弄他们；提供机会让自
闭症人士融入社会，使他们能跟别人接触及沟
通，克服自闭症带来的障碍和社区适应上的困
难。令人欣慰的是，国家正在从政策层面上推动
包括自闭症在内的所有特殊教育的发展。

正视“星星的孩子”的出路

周静表示：“尽管包含自己的星星车队每
年走出去，试图给孩子创造一个可以趋向于正
常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
在没有找到自闭症的病灶之前，任何方式都不
能真正彻底治愈自闭症。尤其从事自闭症公益
以来，接触到很多家长，包含在798艺术疗育课
堂上上课的家长，他们说在这里上课后，孩子
有了明显的改善，看到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
还是不得不冷静地告诉他们，自闭症目前还没
有治愈的方法，我们所做的是给予孩子的爱和
艺术疗育干预。”“我接触的自闭症孩子，有
的孩子居然从不错的状态，现在大幅退步，父
母艰苦卓绝的努力为什么有这样的结局？我想
脱离不了四个字“不能正视”！很多父母认为
对这样的孩子尽可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多陪
伴。他有他的世界，他有他的群体。做父母的
只能含泪带他离开家。正如一位母亲所写的：
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事实就是，特殊孩子也是
孩子。我有个特殊的老大，有个普通的老二。
这俩孩子争宠抢妈的心是一样的。那么同样，
他们长大了想离开父母，拥有自己的生活的心
也是一样的。我家老大，就喜欢上学。喜欢这
种一周四晚在外三晚在家的美好生活。每当工
作日，他来到社区之家，如同我们去上班。他
喜欢他的同伴，他的老师，他喜欢在那里努力
表现以赢得大家的赞美。然后，周末他回到家
里，享受与家人一起的时光，以及独自溜达不
受管制的时光。他需要丰富又规矩的生活，丰
富的友善的伙伴，这些是你把他留在家里所不
容易给予的。所以，努力给他一个集体生活吧，因
为他们之间的认同和友谊，你不懂，也给不了。”
这位母亲懂得一双儿女的心。

周静说，就如我们一年半前送儿子去培训
机构住宿，送走的当晚我们都泪流满面，为不
懂世事没有语言的儿子的处境度日如年，谁知
儿子却适应他所在的集体。虽然他时不时打了
人或被人打，身上带伤回家，但是他认同那个
环境，他在接受了，更加称奇的是他在那个群
体得到尊重，甚至交到朋友。对于自闭症孩子
而言，这能算作一个小奇迹了！

有一个客观事实是，自闭症孩子年龄越
大，其行为方式就越接近小孩，会出现包含身
体机能在内的各种衰退，正视事实，才能彼此
心安。才不会有巨大的心理落差。

在今年的世界自闭症主题日活动上，周静
提出了“大龄自闭症孩子的出路”，希望与社
会各界人士进行探讨。甚至在此前，央视也专
门录制了一台名为《星星点灯》的特别节目，
周静受邀出镜接受采访，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并
接合众多大龄自闭症人士的实际困难，提出了所
有自闭症家庭的最关心的成人自闭症人士今后
的出路问题——— 大龄自闭症人士职业培训计划，
要让孩子们能够就业，融入到正常社会秩序
里，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2016年底，在各方条件相对成熟的情况
下，周静开始筹备“星缘助”自闭症人士职业
培训计划公益项目，携手相关机构和爱心企业
为自闭症人士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使其具备
一定的职业技能，并为其对接工作岗位。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现在已成功推出烘
焙师、陶艺师、保洁员、咖啡师等职业培训内
容，由自闭症人士亲手制作的产品也开始陆续
投放市场，受到了社会认可。

周静说，自己作为一名同自闭症抗争了20
年的母亲，如今也不敢再对孩子的康复给予更
多的幻想。“唯有将今生的全部精力奉献给目
前所做的公益事业，希望未来能惠顾到全国更
多的家庭，通过我们的努力使自闭症人群的生
存状态得到一些改善，并以此来为这个群体走
出一条光明之路。”

自闭症儿童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烁着微弱的光芒，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被称为“星星的孩子”。这看似美丽浪
漫的名称背后，周静却感受到了这个孤独的群体走得异常艰难。

周静：为“星星的孩子”点亮一盏蓝灯
□ 吴志菲

101岁退伍老爷爷
玩高空跳伞刷新世界纪录

101岁的海耶斯曾是二战
退伍军人，日前他以101岁零
37天高龄，完成1万英尺的高
空双人跳伞，刷新世界记录。

25岁非裔女科学家
夺美国小姐冠军

第65届美国小姐决赛
中，代表华盛顿的25岁非
裔佳丽麦卡洛夺冠，接下
来她将代表美国参加环球
小姐比赛。

为防尴尬
戴面具进行妇检

泰国一家医院在做女
性妇科检查时允许患者戴
上面具，以化解尴尬。多
位妇科患者表示，戴上面
具后检查治疗都感到轻松
许多，没有了以往的尴尬
紧张。

当人类有了
动物的眼睛

来自匈牙利的艺术家
F lo ra Bors i的创作可谓另
类：她的每一张“兽眼”
作品耗时20小时完成，目
前这个系列作品出现在社
交媒体平台，并且还在不
断扩展中。

同自闭症抗争了20年的周静（上图）。自闭症孩子的画展（下图）。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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