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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如果不是这场颁奖礼，这群
“星青年” 此刻应该正在 500 米
外的泉州少林寺送快递。

一群穿着蓝马甲的青年拎
着装有包裹的筐子拾级而上，
这是千年南少林里一道特殊的
风景。

袅袅香火，渺渺人间，游客
中很少有人发现他们“不一样”
———他们是一群自闭症心智障
碍青年，也常被叫作“星青年”。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一种
从幼儿期开始显现的终身神经
系统疾病， 患者终身存在交往、
情绪、 行为和智力等多重障碍。
据估计， 我国每 68 名孩子中约
有一名患自闭症。

作为心智障碍者终生的陪
伴者和支持者，很多父母面临着
一场“不死不休的鏖战”。

50 岁的陈美蓉是一对双胞
胎自闭症青年的母亲。

2003 年，4 岁的儿子大威、小
威双双被确诊自闭症时，陈美蓉
还没意识到，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就此开始，并且不死不休。

当得知这是一种“治不好的
病”时，“我不止一次想带着孩子
了却此生”。

经历了最初的痛苦、 否认、
心存幻想，接受现实后陈美蓉立
刻行动起来，因为自闭症儿童的
黄金干预期是在 6 岁前。

但年轻的母亲遇到的第一
个问题是，本地没有专业的康复
机构。 于是，在家人支持下，陈美
蓉创办了泉州首家自闭症儿童
康复培训机构———北斗星自闭
症儿童培训中心。

2004 年，“北斗星” 正式启
动。 招老师、建制度……初时千
头万绪，等中心步入正轨，越来
越多的自闭症家庭无需千里奔
波，在本地就能接受到专业的康
复训练。

谈及这 20 年历程时， 陈美

蓉落下了眼泪，因为错过了两个
儿子的最佳干预期，“我最没能
帮好的其实是自己的孩子”。

但 2004 年至今，从“北斗星”
走出的自闭症孩子有 2000 多名，
背后是 2000 多个家庭。 有通过
康复培训最终考上大学的女孩，
至今还会给陈美蓉发短信。

这一次
妈妈要走在时间前面

在公益机构的支持下，近些
年陈美蓉到多国参观学习，她由
此对中国星孩家庭的未来，渐渐
有了清晰的发展图景：

父母孩子同住一个社区但
互不干扰，孩子在社区内可以通
过力所能及的工作养活自己，相
对独立而有尊严地活着，父母也
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不必和孩
子 24 小时捆绑。

目力所及，这样成熟的环境
并不存在。 就像多年前创建“北
斗星”一样，陈美蓉的行动果断
而大胆：没有，就去创造。

“我想告诉儿子，辅助就业，
这一次妈妈要走在前面。 ”

书屋、农场、咖啡吧……陈
美蓉都曾尝试过，她发现：要真
正成功， 有赖于一个更友好、更
包容的社区环境以及可持续的
就业模式。

2021 年 10 月， 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陈美蓉在社区开设
了一家菜鸟驿站，通过天猫淘宝
包裹送货上门服务，“星青年们”
终于真正走进了单元门里，走入
了社区。

挣来的不是钱
是接纳和包容

陈美蓉把家安在驿站二楼，
清晨醒来下楼上班，下班后上楼
回家。 这个路径，大威、小威已十
分熟悉，驿站里其他“星青年”也
同样熟悉———送完一天的快递，
到楼上陈老师家里蹭饭、 聚餐，

是他们最期待的事情。
如今， 这里有 15 个“星青

年”，18 岁到 25 岁， 初期沟通能
力普遍较差，只有个别孩子能实
现简单交流。

“登记、入库、配送……我们
的孩子能胜任这份复杂的工作
吗？ ”陈美蓉和四个带教老师心
里没底， 他们最坏的打算是：大
不了老师们都去送快递。

现实却让人惊喜。
陈美蓉没想到，分拣、登记、

入库， 在老师们手把手的教导
下，孩子们全部掌握，连不识字
的大威、小威，都能根据视觉提
示配对将快递进行入库分类。

他们更没想到，大部分孩子
都学会了独立送件，会对照门牌
号把快递准确投放、拍照，如果
有人，还会大声说一句“你好，你
的快递”。

一段时间后， 驿站业务量
从小区的一期拓展到二期，又
拓展到相邻的少林寺和沿街商
户。 2022 年双 11，驿站承接单
量高达千件。 那天，孩子们和老
师都累趴下了， 但所有人心里
都很高兴。

陈美蓉最期待的， 是社区
和星孩们的彼此接纳。“我想挣
得的从来都不是钱， 是接纳和
包容。 ”

从物理空间上的靠近，到心

理上的接近，这一次，陈美蓉觉
得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去。

社区居民从最初的异样眼
光、保持距离，到平和眼神、善意
微笑，偶尔在电梯遇见，还会问
上一句“有没有我的快递”；服装
店的老板娘收到包裹时，会拍拍
肩膀，表扬他们；保安大叔远远
看着孩子们到来，会学着他们的
模样，举起右手提高嗓门，大声
回应“你们好啊”；炎热的天气，
商户接过快递时会给孩子递上
一瓶饮料、一盒牛奶；常收快递
的少林寺的理刚师傅，甚至悄悄
告诉寺里的小师傅们：万一哪天
快递送错了，别先投诉，先找陈
妈妈问问……

一个个包裹，把这群特殊的
青年和一个社区联系在一起，也
让善意和理解流动。

“星青年”守护者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度己也
是度人。 看着陈美蓉从两个自闭
症患儿母亲，变成一群“星青年”
守护者， 少林寺理刚师傅说，佛
家讲普度众生，“在我眼里，陈美
蓉就是世间佛”。

加入“北斗星”20 年的游老
师说，“我被她感动”。 20 年来，从
幼童培训到送快递，游老师一直
不离不弃。

偶然结识后成为朋友的志
愿者阿辉说，“我被美蓉老师感
动”。 十年来，他定期来为孩子们
上公益课堂，用音乐打开他们隐
形的翅膀。

感动，因为她想挽救自己孩
子的同时，托起了一批星星孩子
的命运； 感动， 因为 20 年过去
了，她就像当初一遍遍教两个儿
子认识杯子、盘子一样，每一次
想放弃，又都会再一次爬起。

感动了身边人的陈美蓉，也
感动了阿里巴巴 20 万多万员
工，在 2023 阿里巴巴公益榜的评
选里，当选公益之星。

打到我身上的光
也会照亮“星孩”

陈美蓉把所有收获归功于
“总能遇到贵人”。

这份名单里，有义无反顾赶
到泉州帮她建立起北斗星的福
建省残联的老师； 有大洋彼岸，
只因她真诚请教邀请，就给了机
构老师三年专业支持和培训的
权威博士；有随时响应不求回报
的助残协会志愿者；有不离不弃
的机构老师；有热忱帮忙总是问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的菜鸟
驿站小二……

陈美蓉珍视每一份荣誉，因
为“打到我身上的每一束光，也
能照亮身边这群‘星孩’”。

但她更珍视善意。 驿站一角
有面爱心墙，她说，是这些无条
件、持续性的理解支持，成就了
孩子们的今天，这些名字她希望
每一个来驿站的人都能看见。

（于俊如）

“星妈”陈美蓉：

为 2000 名特殊孩子推开世界的门

“星妈”陈美蓉

送件路上，“星青年”和附近街区的工作人员打招呼，工作人员热情回应

农历二月，微寒的泉州清
晨，南少林寺山脚下的

社区一角，所有人在等待一个人。
陈美蓉被蒙着眼带入房间，

发现自己被笑脸包围。
笑脸属于熟悉的他们： 被她

称为“我的孩子们”的 10 多位“星
青年”，一路陪伴孩子们成长的老
师，激动不已的孩子父母，小区里
亲切包容的邻居， 多年默默支持
自己的志愿者和家人……

还有一些不熟悉的笑脸，他
们来自杭州，阿里巴巴。

这场欲扬先抑的颁奖礼，为
泉州“星青年 ”菜鸟驿站创办者
陈美蓉而办。

这是阿里巴巴公益榜“公益
之星 ” 荣誉首次颁发给生态伙
伴， 也是首次奔赴千里之外，为
一个获奖者专程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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