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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 3 月 30 日， 尤德红陪自闭症儿童
做互动康复游戏。

专家：关注自闭症早期“五不”行为

据新华社电 （记者 王烁）4月 2 日
是“世界自闭症关注日”，河南省精神卫
生中心儿童少年精神科主任郭素芹提
醒，关注自闭症早期“五不”行为，早关
注、早识别自闭症患儿需要家长和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

自闭症又被称为孤独症，多发生在
婴幼儿时期，以社会交往障碍、交流障
碍、局限的兴趣、刻板与重复的行为方

式等为主要症状，患儿多数还会伴有不
同程度的智力发育迟滞。

郭素芹表示，自闭症社交不足行为和
部分刻板行为在儿童 2岁或 2岁前即可
出现，有 5种行为可作为孤独症早期识别
的依据，简称“五不”行为：不看或少看，不
应或少应，不指或少指，不语或少语，以及
不恰当的使用物品和不恰当的言语表达。

“自闭症不是因父母教养不当，它是

一种神经发育性障碍。 ”郭素芹解释说，
自闭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孤僻、内向，
不是一个心理问题，而是由于大脑异常
导致的发育障碍。截至目前，自闭症的病
因还不完全清楚，但研究表明遗传和环
境风险可能是引起自闭症产生的两个
重要因素。

“自闭症患者的康复训练越早越好。”
郭素芹说，有研究表明，大脑中神经细胞

具有可塑性，6岁以前是康复训练的黄金
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可塑性最强，只要
用对了方法，对孩子的康复和生活能力的
提升都有很大帮助。 经过正规的干预，少
部分孩子可以有显著的进步，而对于其他
自闭症孩子， 虽然疾病可能伴随终身，但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的社会化技能、语
言能力以及生活自理能力都会在一定程
度上获得改善。

“家长应了解自闭症 5 个早期行为
标志，及时关注孩子的变化，为自闭症
孩子早期训练及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如
果怀疑孩子得了自闭症，应尽早带孩子
到专业机构进行诊断，确诊后及时进行
早期干预。 ”郭素芹说。

清明将至，尤要防火
刘夏村 周闻韬

清明将至， 随着祭扫、
进山游玩、郊游踏青等进入
高峰期，防范森林草原火灾
显得愈发重要。

据国家森防办统计，近
五年来，在已查明火因的森
林草原火灾中， 由人为原因引发的占到
97%以上。 其中，祭祀用火、农事用火、野
外吸烟、 炼山造林位列前 4 位。 就在近
期，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一处荒山起火，扑
火过程中造成 2 人死亡。经调查，起火原
因为附近群众上坟。

当前， 我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森林
草原春季防火期，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春防”形势仍很严峻。

在气候条件上， 今年 2 月以来，全
国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6%，平
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2.9 摄氏度，与
2009 年并列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
最高。

在物候条件上，近十多
年来，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
有较大幅度增长，重点林区
可燃物载量远超临界值，中
幼林和高油脂树种比重较

大，增加了森林火灾的防控风险。
据了解，应急管理部已会同林草、气

象等部门每日组织会商， 每日发布火险
预警信息， 及时指导各地做到火情早发
现、早报告、早处置，加强督导检查。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严格落实责任，扎实做好森林
草原防灭火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可以探
索“纸钱换鲜花”等方式，引导群众改变
祭祀方式。

广大群众要增强防火意识 ， 坚决
杜绝野外违法用火。 一旦发现火情，不
要盲目扑救 ， 要及时拨打森林防火报
警电话“12119”。

马术耐力锦标赛砀山扬鞭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 通讯员 李艳龙）4 月 1 日，2021 全国

马术耐力锦标赛在“世界梨都”砀山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 220
余队人马组合在黄河故道策马奔腾，扬鞭竞速。

作为国内最高级别的马术耐力赛事， 本次比赛包括耐力锦
标赛 120 公里个人赛、80 公里团体赛、80 公里个人赛以及耐力
达标赛 80公里和 40公里等 5 个项目。 赛事现场还举办精彩的
马术表演。

大赛由中国马术协会、 安徽省体育总会、 安徽新媒体集
团 、宿州市政府主办 ，安徽省马术运动协会 、砀山县政府承
办。 近年来，砀山县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 ，加快推进 “世界马
术名城 ”建设 ，探索 “生态旅游+马术运动+马术产业 ”的发展
新路。 连续举办多届的马术耐力赛 ，已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
的品牌赛事。

总有明月守护“孤独的星星”

■ 新华社记者 任延昕 范培珅

已经多久没有抬头看看星空，宋明
海记不清了，大概是从孙女桐桐（化名）
确诊自闭症那天起吧。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一种发育
障碍疾病， 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医学难
题。 一百个自闭症患者，就有一百种不
同， 不过他们都存在社会交往障碍、人
际交流障碍或刻板重复的行为方式。

“星星的孩子”和不甘心
的家长

人们称这个特殊群体是“星星的孩
子”， 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在某个领域
天赋异禀， 就像影视作品呈现的那样：
可能成为艺术家，或是科学家。 但事实
却是，他们中的很多人直到成年，生活
都不能自理。 在同龄人步入校园的年
龄，他们还不会叫“爸爸”“妈妈”。

两年前，桐桐 3 岁时，宋明海察觉
到孙女的不对劲：只会说简单的叠音词，
情绪容易失控，大小便无法自理……一
家人前往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在基因检
测、染色体筛查和评估后，医生诊断：孩
子发育迟缓，有自闭症倾向，建议尽早开
始干预训练。

宋明海觉得天塌了。
他曾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在讲

台上站了半辈子，也要强了半辈子。 他
想不通：“怎么会是这个病？ 怎么能是
这个病？ ”

接受事实，是自闭症患者家庭的第
一课，很多父母用了数年时间。 他们总
是说，“我的孩子只是比别人慢一点，只
是没别的孩子聪明，他没有病……”

干预训练 合力拉开沉

重的门

宋明海明白，孩子的成长容不得耽
误。桐桐的父母因为孩子的病情产生分
歧，夫妻感情破裂。 爷爷撑起快要垮掉
的家，带着孙女和全部积蓄，几经辗转
来到兰州欣雨星儿童心理发展中心，寻
求专业帮助。

这家机构成立于 15 年前，专注于自
闭症儿童筛查、评估及早期干预，现有 50
多名自闭症儿童在这里接受干预训练。

从白天到晚上，这里的课堂并不安
静。语言、认知、感统、生活自理、餐桌礼
仪，课表满满当当，每一节课都是对老
师、家长体力和耐力的极限挑战。

小隔间里， 特教老师抻着脖子，大
声重复简单的指令，努力看清孩子的每

一个眼神变化。 家长挤在一旁的小凳
上，片刻不敢离开，怕错过孩子的反应，
更怕孩子突然情绪失控。

“就像是合力拉开一道沉重的门，
我太想看看孩子的世界，更想让他看到
我的世界。 ”一位家长这样形容。

在外人看来，这里的快乐和悲伤总
是来得猝不及防。 前一秒，老师还因为
孩子成功完成一个拍手的动作，兴奋地
眉飞色舞；后一秒，办公室里就坐着情
绪崩溃在抹眼泪的父母。

“这是一条终身干预的路。 ”兰州欣
雨星儿童心理发展中心特教老师王彦
芝说，“我们能陪家长这前几年，后面的
‘硬仗’一个接着一个。 ”

从教 15 年， 特教老师丁强不忍回
想那些放弃训练的孩子。 “孩子的成长
是螺旋式的， 有的会原地踏步很多年。
沉重的经济和心理压力下，并不是每个
家庭都能坚持下来。 ”

对宋明海来说，坚持很难，但他不
敢放弃。 最绝望的日子里，他仍每天锻
炼身体，不敢放松，更不敢倒下。

“你若不愈，我怎敢老去？ 当我老
去，谁能来照顾你？ ”

宋明海揉了揉眼睛，望向窗外。 “如
果可以， 我希望我能比孙女多活一天。

多活一天，就能多陪伴她一天。 ”

雪中送炭 救助费给家

长解压

2019 年，五彩鹿自闭症研究院组织
医学、教育、社会学等领域专家共同编写
《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
告Ⅲ》， 报告显示中国自闭症发病率达
0.7%， 目前已有超 1000 万自闭症谱系
障碍人群，其中 12 岁以下的儿童有 200
多万人，并以每年 20万人的速度增加。

自 2018年起，我国逐步建立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制度， 将孤独症儿童的基本
康复训练纳入救助范围， 给予不同程度
的经济支持。 各类自闭症康复和特教机
构也应运而生，专业师资队伍正在成长。

去年，桐桐申请到每年两万元的康
复训练费，这笔钱如同雪中送炭。 因前
期训练效果良好，她现在已经进入幼儿
园随班就读。宋明海觉得压在胸口的石
头终于挪开了一点点。

据兰州市残疾人联合会数据，2020
年有 186名自闭症患者申请到了康复救
助经费，在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服务。

“也许，自闭症孩子永远无法像普
通孩子一样融入社会，享受人生，但只
要他的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社会的今
天比昨天包容一点，家长的努力就是值
得的。 ”兰州欣雨星儿童心理发展中心
创办人张莉说。

星星本不该孤独，因为有月亮的守
护。 对于像桐桐一样的自闭症患者家
庭，前路虽然漫漫，但终于不再是一个
人的战斗。

为“孤独的星星”撑起“红雨伞”
■ 特约摄影 陈彬 文/图

3 月 30 日， 淮南市红雨伞特教中
心园长尤德红陪同自闭症儿童一起做
游戏。她相信，有爱就有希望，爱能创造
奇迹。

今年 51 岁的尤德红， 原是淮化集
团的工人。2003 年，34 岁的尤德红生下
漂亮的女儿，6 个月后， 女儿被查出脑
瘫并伴有自闭症。为了让女儿能够站起
来，喊自己一声妈妈，她辞去工作，跑遍
全国各地求医，学习按摩、康复知识。女
儿到了上学年龄无法入学，外地康复机
构费用高，照顾也不方便，尤德红萌生
了创办特教机构的想法。

因为交流障碍和行为刻板， 自闭
症患者被称为“星星的孩子”。 2010 年
4 月 2 日，是“世界自闭症日”，就在这
天， 她利用淮南市田家庵区一处生活
区内闲置的幼儿园， 挂牌开办了淮南
市红雨伞特教中心。 从此，她全身心地
投入到自闭症儿童康复教育事业中 ，
致力为 “星星的孩子” 撑起一把爱的
“红雨伞”。

针对自闭症儿童的感知觉、情感、
语言 、思维 、动作康复训练 ，尤德红与
老师们一起， 陪伴自闭症儿童做着互
动游戏，对每一个游戏动作，一遍又一
遍地训练。

“孩子们一个主动的拥抱，一句完
整的问候，都能让我感受到爱的温暖与
回报。 ”尤德红说。 在红雨伞特教中心，
孩子们亲切地喊她“园长妈妈”。

“对这些特殊的孩子来说，陪伴显

得更为重要。 ”尤德红说，“让‘星星’不
再孤独地闪烁，需要家长、老师、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 ”

淮南市红雨伞特教中心开办 11
年来， 由最初的 3 名学生发展到现在

的 2 个校区 267 名学生。如今，有 20 余
名幼师、 特教专业的大学生加入红雨
伞特教中心， 与尤德红一起致力于康
复训练工作，用爱心陪伴“星星的孩子”
快乐成长。

·百姓故事

宿州埇桥构建综合救助格局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今年 ，宿州
市埇桥区聚焦乡村振兴 ， 改革完善社
会救助制度 ，以基本生活救助 、专项社
会救助 、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 ，社会力
量参与为补充 ， 建立了分层分类全方
位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 构建综合救
助格局。

埇桥区落实主动发现机制和 “一门
受理、协同办理”机制，加强部门信息沟
通，开展困难群体集中摸排，确保困难群
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确保符合条件
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低保兜底保障，做
到应保尽保。 该区强化临时救助政策保
障，织密织牢民生保障托底安全网。同时
充分发挥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作

用，一旦发现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
立即启动救助。

埇桥区强化对特殊群体的关爱帮
扶，用足用活救助帮扶政策。该区开展春
节期间父母就地过年农村留守儿童和子
女不能返乡的留守老人摸排工作， 确保
每一名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都有明确的
委托照护人并得到妥善照料。

该区联合公安、城管、卫健、救援等
部门，加大雨雪天气和夜间低温等重点
时段街面主动救助力度， 对露天广场、
地下通道 、拆迁工地 、废弃厂房等流浪
乞讨人员易集中区域和部位加大巡查
救助频次。

萧县搭平台促就业保民生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

兰凯 ）萧县坚持减负 、稳岗 、扩就业并
举，助力企业发展，强化就业服务，搭建
对接平台， 帮助求职劳动者实现就业，
增收致富。

萧县强化“四送一服”专项行动，开
展企业大走访大帮扶，为“四送一服”重
点联系企业配备“人社服务专员”，提供
用工服务、社会保险、政策对接等服务，
引导企业申请享受惠企政策， 落实社保
费阶段性援企稳岗等帮扶政策， 降低企
业用工成本， 减轻企业负担， 实现保就
业、保增长、保稳定。

该县深入宣传就业创业政策，了解

用工需求 ，做好稳岗留工工作 ；通过萧
县发布 、萧县融媒等新媒体平台 ，发布
企业招聘信息，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平
台、提供服务，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确保求职者就业有门路、 求职有信息。
以职业技能培训为抓手，通过举办健康
照护、家政服务等培训班 ，提升劳动者
就业、创业能力。

今年以来，针对企业用工需求，萧县
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24场，发布县内企业
岗位信息 3526 个，实现就业 1093 人；线
上直播带岗吸引 10万余人进入直播间，
为企业招工和返乡人员求职搭建有效对
接平台。

3月 30日，舒城九一六茶园,茶农在采茶。 当日，舒城兰花谷九一六茶园“舒城小
兰花”开园采摘。 截至 2020年底，全县有标准化茶园面积 10.2 万亩,茶叶企业及各类
经营主体 300 多家，“舒城小兰花”茶叶品牌价值达 9.16 亿元。

本报记者 吴文兵 本报通讯员 龚旭东 摄

灵璧提升校园足球水平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许聪）记者日前从灵璧县足球改

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获悉， 今年该县抢抓新型城镇化建设示
范县的机遇，以足球改革发展为着力点，多层次、多维度推动全县校
园足球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为全力打造体育强县奠定基础。

灵璧县把足球发展融入到日常教育教学中去，以培养足球兴趣、
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学生健康水平为目的，全面推广校园足球。 该县
把校园足球作为学校阳光体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列入计划， 重点推
广，全面实施。

该县组织高水平教练员进校园，协助学校组建校队，定期、定时
对体育教师进行专业指导，提升各级各类学校的足球教育教学水平。
同时加强外引内联，在教师招聘计划中，有计划地补充足球专业体育
教师，聘请高水平教练员到学校担任足球辅导员，指导学校足球的教
学和训练，提升各级各类学校的足球教育教学水平。

·体育看台·
““蓝天救援””
走进校园

3月 31 日， 合肥
市经开区莲花社区

特邀合肥市蓝天救

援队走进合肥 168 玫
瑰园学校东校区开

展安全教育活动。 志
愿者现场指导师生

们心肺复苏等急救

操作 ，提高突发意外
的应对能力。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