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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闭症日：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无障碍出行
2007 年 12 月， 联合国大会

通过决议，从 2008 年起，将每年
4 月 2 日定为世界提高自闭症意
识日 （World Autism Awareness
Day），简称“世界自闭症日”，目
的是提高人们对自闭症和相关
研究与诊断以及自闭症患者的
关注。

今天，自闭症已不再是一个
陌生的话题。

从最基础的生活技能到行
为干预训练，再到更深层次的融
合教育，公众对自闭症的关注点
也在逐步转移。 与所有孩子一
样，自闭症儿童也有着强烈的出
行、求学和就业需求。 而作为这
些孩子融入社会的第一步，交通
出行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
很多家庭的一块心病。

“在公共交通环境中，我们
其实对公众没有什么要求，也不
可能要求公众怎么样。 我们只是
期待公众能抱着不拒绝、不排斥
的态度———如果你的身边出现
自闭症人士跟你一个餐厅吃饭、
乘坐一辆巴士， 不要把他赶走；
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同学，不要把
他赶出学校。 ”

来自广州的一位家长的诉求
也反应了大多数自闭症孩子家长
的心声。 面对公众的不解甚至排
斥， 目前我们最需要做的还是加
大社会倡导， 呼吁公众在出行过
程中给予这些孩子必要的帮助和
包容。在这方面，一些公益机构近
年来做出了不少有益尝试。

宁波市星宝自闭症家庭支
援中心联合当地民政及其他机
构，推出心智障碍人群“无障碍
出行卡”； 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
家长俱乐部和广州市交通委合
作，推出“一路无阻行动”；壹基
金联合众多合作伙伴，连续多年
发起“蓝色行动”……这些努力，
目标都是呼吁全社会关注自闭
症及其他特殊儿童出行问题，用
实际行动创造一个包容、友好的
社会环境。

自闭症孩子也能独立出行

情绪不稳定、 易产生过激行
为、 可能影响他人安全……在很
多案例中， 这些说辞都成为公共
交通服务方拒绝自闭症群体单独
乘坐的原因。在很多人看来，自闭
症孩子并没有独立出行的能力，
必须要有家长或成年人陪同。

这些担心不无道理。 但实际
上，自闭症儿童经过长期和反复
训练、学习乘车的各种社会规范
后，可以减少矛盾的发生，可以
独自出行。

戴劲宇出生于 1995 年，今年
是他的本命年。 4 岁时，他被诊断
为自闭症。 从那时起，他的爸爸
就承担起了为儿子做训练、辅导
功课的任务。 每年寒暑假，劲宇
的爸爸妈妈都会尽量找机会带
他出门旅行， 带他去认识地理
书、语文书上学到的地方。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劲宇

的爸爸妈妈也会尽可能让他独立
外出， 做他想做且力所能及的事
情：二年级的时候，锻炼他独自一
人去上学，家长不接送；四年级的
时候，锻炼他一个人到商店购物；
五年级的时候， 锻炼他一个人乘
公交车、 地铁到十几公里外的奶
奶家；六年级的时候，锻炼他一个
人乘飞机到上海、北京。

经历过几次独自出门尤其
是长距离出行后，劲宇的爸爸妈
妈也放心让孩子自己出门。 从小
的锻炼让劲宇有了很强的独立
生活能力，这也让他们感到十分
自豪。

在锻炼自闭症孩子独立出
行方面，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网
络理事长戴榕也有自己的一套
方法。 戴榕的儿子 20 岁出头，也
患有自闭症。 她花了差不多三年
时间锻炼儿子出行能力，虽然现
在他在乘坐公交时还会不时出
现各种小问题，但基本不会给别
人带来什么影响。

据戴榕讲述，在孩子刚上高
中时，学校离家比较远，坐公交
大概要一个小时。 第一学期，他
们会在早上开车送孩子去学校，
下午让他跟老师回来。 到了第二
学期， 戴榕早上也会送孩子上
学，但下午开始训练他自己坐公
交回家。 最初，家长会陪他一起
坐公交，等熟悉了坐车线路后才
放手让他自己回。

当然，戴榕说的放手也不是
真的放手。 她找专人对孩子进行
了长达一年半的问题追踪，目的
是记录父母不在身边时孩子的
各种问题，并对问题一一进行干
预。 根据出行过程中发生的各种
状况，戴榕还做了“文明乘车”的
教材，教孩子坐公交的各种注意
事项。

在戴榕看来，通过这种具体
的形式能够帮助孩子结合自身
的行为理解“文明乘车”的社会
规范。 另外，当孩子出现新的问
题时， 家长还需不断强化纠正，

使他的问题行为引起冲突的可
能性降到最低。

他们需要社会包容和支持

当然，出行过程中难免会发
生一些意外情况，比如公交临时
改线、地铁出现故障等，而这些
极有可能导致自闭症孩子产生
慌乱或者害怕情绪，进而引起过
激反应。 因此，获得公众的帮助
以及公共交通系统的支持，对于
自闭症群体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2018年 3月， 宁波市星宝自
闭症家庭支援中心（以下简称“星
宝支援中心”）开展了“星宝无差
别公交日”活动。该活动以培训和
演练的方式， 帮助家长掌握教育
心智障碍孩子乘坐公交车的方
法， 同时倡导广大市民在出行中
给予心智障碍人群必要的帮助，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此后，在宁波市民政局、市残
疾人联合会与市慈善总会等单位
的支持下， 星宝支援中心于 2018
年 11 月发放了首批心智障碍人
群“无障碍出行卡”。 这张卡与公
交卡大小一样，正面印有“出行无
障碍，文明有温度”的倡导语。 卡
上有一个二维码， 用手机扫描就
能看到关于心智障碍者以及如何
帮助他们的相关简介。

据星宝支援中心主任冯东
介绍，其所在机构有很多家庭在
外出乘车时都遇到过一些问题。

“有一位家长曾对我们说， 希望
有一张卡能够替孩子讲话，向乘
客解释自己的情况以及可能需
要的帮助等。 这也是第一张无障
碍出行卡的来源，其主要作用是
身份标识、情况介绍，同时产生
一定的传播倡导作用。 ”

除了无障碍出行卡， 该中心
还拍摄了一个无障碍出行的公益
广告。 为了让公众真实了解自闭
症孩子的世界， 冯东安排自己的
女儿参与到了视频拍摄过程中，
真实地展现了她的日常状态。

“作为一个自闭症儿童家长
组织， 从社会倡导角度来讲，我
们希望公共服务系统能够从服
务流程设置、设备等方面帮助自
闭症孩子学会与公众相处，在自
闭症孩子走入公共空间时，公共
服务系统可以成为支持者。 ”冯
东表示。

在广州，也有社会组织联合相
关部门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
俱乐部（以下简称“家长俱乐
部”）联合广州市交通委员会，推
出了“一路无阻行动”，主要做法
是带自闭症孩子参观各个地铁
站。 通过这种形式让自闭症孩子
走进地铁， 了解地铁如何运作，
同时向他们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最重要的一点是，该活动能够让
地铁工作人员了解自闭症群体，
在必要时为他们提供相关支持。

家长俱乐部副理事长卢莹
谈道：“在公共交通环境中，我们
对公众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要
求， 也不可能要求公众怎么样。
我们只是期待公众能抱着不拒
绝、不排斥的态度———如果你的
身边出现自闭症人士跟你一个
餐厅吃饭、乘坐一辆巴士，请不
要把他赶走；如果你有这样一个
同学，不要把他赶出学校。 ”

融合还需多方共同努力

2015 年 4 月 2 日，联合国联
席大会主席库特萨发表演讲时
称， 自闭症谱系障碍存在于约
1%的世界人口中。我国自闭症患
病率和世界其他国家相似，约为
1%。 以此推算，我国自闭症患者
超过 1000 万。

那么，如何才能为自闭症群
体创造一个更加宽容的环境，让
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2012年， 壹基金海洋天堂计
划发起了“壹基金蓝色行动———
关注自闭症儿童大型倡导活动”，
每年设置行动主题， 通过动员公

益伙伴、爱心企业、学校和社区等
多元社会主体， 开展线上线下不
同形式的社会倡导活动。 宁波市
星宝自闭症家庭支援中心、 广州
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以及
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网络， 都是
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伙伴机构，
他们与壹基金共同开展蓝色行
动，为自闭症群体服务。

据壹基金联合公益部主任
任少鹏介绍，蓝色行动通过各大
城市地标建筑物变蓝、 街头快
闪、马拉松、校园倡导、明星应
援、话题传播等形式，促进公众
对自闭症群体和家庭的认知、理
解，创造一个接纳、融合的社会
环境；同时倡导全社会提供更全
面的支持和更有效的服务，帮助
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享有有尊
严、无障碍、有品质的社会生活。

2019年世界自闭症日， 壹基
金连续第八年联合全国公益伙伴
机构发起蓝色行动倡导活动。 今
年蓝色行动以“让爱来，让碍走”
为主题， 聚焦自闭症群体的“出
行、就学、就业”问题，30省 108市
215 家公益伙伴将开展近 500 场
与公众和公共管理部门的融合活
动。此外，壹基金还与小米公司合
作推出为“AI”发声———蓝色行动
计划， 通过使用越来越广泛的人
工智能设备， 向公众传递自闭症
知识，消除刻板印象。

在任少鹏看来，解决自闭症
孩子出行难题可以从三个方面
入手：“一是帮助他们熟悉出行
中的规则， 提高他们的出行能
力；二是加强公众倡导，创造一
个宽容的出行环境；三是与公共
交通系统合作，加深公共交通服
务体系与自闭症群体的互相了
解，为自闭症群体的出行提供必
要支持。 ”

针对自闭症群体出行问题，
壹基金在线上推出了主题倡导海
报、最佳实践案例传播、专题媒体
报道、明星应援、家长呼吁、公益
组织代表声援、 公益短片传播等
多种传播形式；线下，通过 225 家
公益组织蓝信使活动， 给交通出
行单位提交家长的一封信， 加深
他们对自闭症群体的了解。

同时，对于其他民间机构推
出的关注自闭症孩子出行的项
目，壹基金将通过海洋天堂计划
的合作网络联系并收集相关案
例， 结合蓝色行动进行专题推
广。 其中，绝大多数机构也会参
与到 2019 年蓝色行动中并获得
行动基金支持。

专家表示，自闭症群体的出
行看似是一个简单的交通问题，
但实际上涉及到家庭、 公众、公
务服务系统及社会方方面面。 冯
东的看法也具有一定的警示意
义：“我们的倡导如果只是要求
普通公众正确对待自闭症孩子，
是很浅层次的。 社会融合不应该
是单纯地让普通公众让步、让渡
自身在公共空间的权利，还需要
自闭症群体自身的努力，需要公
共管理部门承担相应责任。 ”

3 月 30 日，大连市爱纳孤独症障碍者综合服务中心的自闭症孩子和志愿者们一起，向大连多条公交
线路上的工作人员送上蓝信封，里面有自闭症孩子家长给公共交通服务人员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