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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儿童（南方）康复训练营开营
聚焦贫困孤独症家庭

孤独症患儿因缺乏与外界
沟通与交流的能力，像天上的星
星一样孤独地闪烁着微弱的光
芒， 因此被称作是“星星的孩
子”。 据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提供的资料显示，孤独症（又称

“自闭症”）是一种发生于儿童早
期的神经系统功能发育障碍性
疾病，已经成为全球人数增长较
快的严重性病症，占我国儿童精
神残疾首位。

近年来，孤独症的发病率一
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由于目
前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匮乏、技术
标准不统一、康复机构服务能力
不完善等原因，孤独症群体的社
会保障能力明显不足。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今年 5
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海南省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海口市残联建
立了孤独症儿童（南方）康复基
地，集设施完善、教学规范、专家
水平高与运营管理科学等优势
于一身，力求打造我国第一所国
家级孤独症康复基地，以满足中
国孤独症儿童家庭的需求。

2018 年 11 月 8 日，“集善扶
贫健康行———红旗·孤独症儿童
康复训练营”在海南省海口市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孤独症儿
童（南方）康复基地举行开营仪
式。 这是该基地自 5 月份成立以
来，首次承接国家制定的西部 12
省份 14 个连片贫困地区的孤独
症儿童救助项目，为贫困孤独症
家庭提供公益救助。

一期训练营针对贫困家庭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
事长王乃坤在开营仪式上称，基
地自 4 月运行至今，一直坚持对
来自全国的贫困家庭孤独症儿
童进行免费训练。 参加本期训练

营的就有来自甘肃、宁夏、山西、
陕西、海南等省区贫困家庭的孤
独症儿童。

王乃坤称，半年来，基地整
体运行情况很好，在康复训练成
果、康复人才培养、救助贫困家
庭等方面，都向着既定的目标一
步步迈进。

为使贫困家庭的孤独症儿
童获得更多专业的帮助，让他们
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和
温暖，同时也能让患儿家长学习
如何更好地照顾自己的孩子，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中国第
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了“集善扶贫健康行———红旗·
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营”。

本次训练营共分两期举办，
本次是第一期， 自 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2019 年 1 月 3 日共计 60
天，来自甘肃、陕西、山西、宁夏、
吉林、 海南六省区的 20 余孩子
（家庭）参加，贫困孤独症家庭，
他们均为当地建档立卡或低收
入人群。

本次训练营将通过科学规
范的常规康复课程与因人制宜
设置的个训课程、 集训课程、音
乐课、感知觉运动课、马术训练
及各类特色课等，培养孤独症儿
童的认知能力，促进心智发展和
教育引导能力的发展；在训练营
开展期间，基地还将组织参营家
庭亲近大自然，参观海南热带野
生动植物园，锻炼他们更好地适
应自然环境，为孤独症儿童提供
亲近自然， 融入社会的平台，实
现快乐游玩和教学实践的模式。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该
项目相关负责人称，对于孤独症
儿童的康复治疗而言，60 天的时
间虽然远远不够，但训练营最重
要的目的是让孤独症患儿和家
长能得到专家的诊治和建议，感
受良好的康复环境，掌握一些基

本的康复训练方法，为患儿的后
续治疗提供一些帮助和借鉴。

该负责人表示，对参加训练
营和在基地进行康复的其他患
儿，项目均会建立档案，跟踪孩
子的训练情况，关注他们康复和
成长的全过程。

王乃坤称， 救助孤独症儿
童，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残联
的责任， 也应该是全社会的责
任。 她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和企
业加入到支持孤独症儿童康复
事业中来，让“星星的孩子”不再
孤独。

中国患儿童小龄化趋势加重

“马小杰（化名），谁叫马小
杰？ ”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孤独症儿童康复基地，贾美香对
着一对来自宁夏的 4 岁孤独症
双胞胎兄弟中的弟弟问道。

小孩没看他，自顾自地玩着
玩具。

“马小杰，你今年几岁了？ ”
贾美香又叫他名字， 他还是不
理。

整个就诊期间，双胞胎兄弟

始终没有交流，各自玩耍，其中
的弟弟在座位上自言自语，前后
摆动，数次离开座位。 双胞胎哥
哥相较弟弟安静许多， 但是，他
手中所把玩的积木或玩具都一
定要按照既定的位置和方向摆
放整齐……

据孩子母亲介绍，他们来自
宁夏，孩子一两岁时就已表现出
一些“不正常”，但家人觉得男孩
子发育晚， 说话迟一点没关系，
并未在意。 等到今年初被诊断为
孤独症后，才引起重视并不断寻
求医治。

这样的双胞胎家庭是中国
不少孤独症儿童家庭的一个缩
影，很多孩子甚至因为家人对孤
独症的不了解而错过了最佳治
疗期。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专
门成立了一个由众多国内知名
孤独症康复专家组成的顾问委
员会，编制康复教材、培训专业
人员，并不定期地到基地为患儿
义诊。

作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贾
美香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
期才开始涉足孤独症康复领域，
而孤独症患者真正引起重视只
是在最近 10 年里。

贾美香是中国最早一批从
事孤独症康复工作的专家之一，
30 多年来感受到了太多孤独症
患者和家庭的痛苦。 据贾美香介
绍，当前中国孤独症患者中 0 到
14 岁的儿童患者数量在 300 万~
500 万之间， 且随着医疗技术的
不断提升和年轻妈妈对孤独症
了解的逐渐增加，发现患孤独症
的孩子年纪越来越小。

“孤独症的原因至今尚无定
论。 ”贾美香谈道，目前大量的有
关孤独症的研究报道认为孤独
症可能与生物遗传、大脑神经系
统的发育有关，也可能与生长环
境导致基因突变有关，孤独症目
前无法治愈，但有望通过早期干
预治疗帮助孤独症患者融入社
会。

孤独症起病于三岁之前，三
岁以后症状明显，绝大多数儿童
需要长期的康复训练和特殊教
育支持。一般来说，6 岁前是孤独
症的最佳干预期。其中，3 岁前是
孤独症儿童语言学习的黄金期。

“年龄越小， 大脑发育的可塑性
越大，所以早发现、早干预是孤
独症儿童康复教育最重要的基
本策略。 ”贾美香说。

贾美香称，孤独症儿童是无
辜的， 但因为这个病症很难治
愈，这就决定了绝大多数孤独症
孩子从出生到老都需要有人陪
伴。 因此，她呼吁社会各界关注
孤独症儿童生命全程———从低
龄幼儿期的康复到长大一点的
教育和职业培训， 直至他们就
业、养老，凝聚全社会的爱心帮
扶他们，让“星星的孩子”从此不
再孤独。

（李庆）

2018 年 11 月 5 日， 第六届
反贫困与儿童早期发展国际研
讨会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会议
主题为“迈向没有贫困的未来”。
该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指导，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

办，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亚
太 儿 童 早 期 发 展 网 络 组 织
（ARNEC）合作举办。 会议围绕
反贫困、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
人力资本、脑科学、儿童早期养
育、营养、学前教育、儿童保护等

议题展开积极的讨论，与会中外
代表共约 300 多人。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在致
辞中表示，消除贫困是人类梦寐
以求的理想，投资儿童早期发展
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 中国政
府把儿童早期发展与扶贫攻坚
统筹推进，贫困地区儿童发展事
业取得了巨大进步。 中国作为全
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是世
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
力推动者，希望借助此次研讨会
的平台，与会各方能加强交流合
作、分享经验，共同促进儿童的
健康成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伟在发言中指出，促进贫困地
区儿童发展是可持续脱贫的关
键。 落实习近平主席“未来 5 年
交出更好的成绩单” 的重要指

示，既需要强化政府责任，也要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形
成强大合力。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卢迈在发言中谈
道，基金会在反贫困与儿童发展
领域中从孕期到就业阶段的试
验和研究不仅使试验地区儿童
直接受益，而且部分建议已变成
国家政策。 2018 年，基金会的“一
村一园”项目还获得了世界教育
创新项目奖。 基金会愿意配合各
相关部门，加紧制定和实施未来
5 年工作计划，助力攻坚脱贫，尽
早迈向一个没有贫困的未来。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我
们要继续把贫困儿童教育工作
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继续加大
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力度，加
快建立健全全面覆盖、 普惠共

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教育服
务体系。 通过发展教育，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 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 他表示，我们将继续与世界
各国在反贫困和儿童早期发展
上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为儿童
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好条件，为他
们的终生发展创造良好开端。

此前的 2010 年至 2016 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已成功举
办了五届反贫困与儿童发展国
际研讨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
社会影响。 眼下，正值实现 2020
年脱贫攻坚目标和 2030 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关键时期，各国嘉宾
今年再次相聚北京，继续共同推
动儿童发展目标的实现，为中国
乃至全球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
展的进程作出贡献。

（张慧婧）

第六届反贫困与儿童早期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孤独症儿童在老师指导下进行马术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