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湖南省脑科医院儿少心理科
主任骆晓林主任医师说， 对自闭
症孩子，家人的力量是巨大的。对
于多数无所适从的自闭症家长，
他建议，家长首先要端正观念，调
整心态，做到不抛弃、不放弃；其
次，家长要加强自身的学习，掌握
科学的康复方法。

人际关系障碍。不理人也不粘人，对团队活动不
感兴趣。 例如对于爸爸妈妈下班回家没什么特殊反
应，看见陌生人也不害怕，生人和亲人没太大差别。

沟通障碍。眼神恍惚不定，几岁了还咬字不清，
人称代词用错，难以交谈，重复问题，答非所问。

刻板行为。固定地说话，做固定的动作，例如常
原地转圈，重复一句话，对待玩具或者某些物品有
固定的摆放方式或很强的依赖性。

反应异常。 反应过弱会对任何事物“听而不
闻”、“视而不见”。 反应过强会对一些小小的刺激，
捂住耳朵惶恐尖叫等。

10年的护理经验，让
柳斌觉得，对自闭症孩子，
最有效的方法可能不是强
化训练， 而是让他们从心
理上感知———自己并没有
不正常。

“说到底，自闭症是一

种心理疾病， 心病就需心
药医， 在尝试过各种方法
之后， 我发现对他们从内
心上的承认与鼓励， 可能
更能帮助他们回归生活。”
柳斌说， 时下流行的各种
自闭症治疗方法大多以机

械刻板的强化训练， 反复
纠正自闭症孩子的行为习
惯，通过不断的重复，强化
他们的认知能力。“可是，
孩子原本就因为自闭有沟
通障碍， 那样只能让他们
更加逆反不安。”

要让孩子感知到自己并没有不正常

1岁前发现治愈率最高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心
理行为专家黄广文教授特别提
醒家长，儿童自闭症一般发病于
3岁以前， 男女发病率约为4至6
比1。到目前为此，治疗儿童自闭
症没有特别有效的药物。此病症
是越早干预治疗，效果越好，1岁
以前发现的，治愈率最高。

10年前， 当小易被确
诊为“自闭症”时，父亲柳
斌还并未意识到会如此艰
难。

“别人养10个小孩，也
未必有这么辛苦。”从小易
2岁半起，柳斌就开始四处
奔波为他求医， 可治疗效
果有限， 医院的培训方法
也让他难以接受。“治疗进
展非常缓慢， 采用的方法
多是强迫式的重复训练，
这让孩子非常辛苦。”

那时， 自闭症刚刚开
始被重视， 长沙陆续开办
了一些自闭症患儿培训机
构，柳斌带着孩子去了。可
没多久， 柳斌又放弃了。
“这些培训机构各种服务
和指导都非常周到， 可是
我渐渐发现，这些机构里，

聚集的都是有相同病症的
孩子， 彼此几乎不存在交
流，可能还会交叉‘传染’
群体病症。”

柳斌把小易接回了
家， 他决定让孩子像正常
人一样生活。

3岁半时， 柳斌把小
易送到幼儿园，但很快就
被劝退转学。“他会随时
随地拉屎撒尿，又不爱说
话，和别的小朋友根本无
法相处， 连老师也歧视
他。”

4岁时，他带小易去游
泳，很快又被游泳馆拒绝。
“他会把屎尿拉在泳池里，
根本无法劝止。”

柳斌不曾放弃， 还是
找学校， 还是带小易去游
泳。 终于， 有学校接纳了

他，游泳馆也认可了。
生活的艰难却不曾停

止，大小便的问题，直到小
易7岁时仍无法处理，吃饭
也要喂。柳斌坦言，比婴儿
还难带。

无奈之下， 当医生的
妻子也只能辞职在家全职
照顾。

经过十年的护理，小
易终于有了起色。 他学会
了游泳，能够在KTV里咿
咿呀呀地唱歌， 能接住爸
爸打来的乒乓球， 学业也
基本能够跟上。 当他跟其
他孩子安静地坐在一起
时，看不出有任何的异样。

对于这样的成果，柳
斌感到欣慰。“如果一直把
他放在培训学校， 未必有
今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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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二医院推出6项举措
医生没安排坐诊
也可预约来看病

本报4月1日讯 想找上次给自
己看病的专家，却碰上门诊不当班，
找不到人。 这是许多上大医院就诊
患者的遗憾。 湘雅二医院近日推出
包括“全时空”门诊在内的优化服务
6项举措，其中的“全时空”门诊通过
预约的方式， 即使熟悉的大夫不看
门诊，患者也能找他看病。

“全时空”门诊———医院开通医
院全部科室、 全部医师的非门诊排
班外的号源，患者通过电话0731—
85295666或到现场预约，可以找到
不看门诊但愿意接诊的熟悉医生看
病， 满足任何时间病人就诊不同级
别医师的需求。

湘雅名医工作室———由获得
“湘雅名医”、“一级主任医师”、“湖
南省名中医” 的名医接诊， 每个号
200元，实行实名制全预约、分时段
就诊，病友凭本人身份证、诊疗卡和
手机号码通过电话或到现场预约。
每位名医每个单元（半天）接诊人数
不超过10人，患者收齐检查报告后，
一周复诊一次免收诊查费。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洪雷
通讯员 王玉林 王建新

4月2日是“世界自闭
症日”， 每年的这一天，众
多平时被忽视的自闭症孩
子才能够在公众的视野受
到关注。 这些孩子不爱说
话、不爱交流，就像天上的
星星， 一颗一颗孤单地亮
着，甚至被称为“来自星星
的孩子”。这些孩子有着怎
样的生活？ 面临怎样的困
境？ 他们的未来将寄托在
哪里？记者带您一起，走进
这些特殊孩子的生活。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洪雷

再过不久， 小易（化
名）就满12岁了。大多数孩
子，这时已经要上初中，小
易却还在小学五年级就
读。

跟普通的小孩不一
样， 小易缺少了这个年纪
应有的活泼好动。 他不喜
欢说话， 也没办法跟旁人
过多地交流， 理应用一句
完整的话表达的意思，他
总是用一两个词就“概括”
了。

下课了， 当其他的同
学都冲出门外追赶打闹的
时候，他总是坐在座位上，
默默地玩着笔筒。

他患有自闭症，2岁半
时确诊， 到今年下半年正
好十年。这十年间，小易用
了2年时间分清楚爸妈，用
了5年时间学会控制大小
便，用了8年时间学会自己
吃饭，到第10年，才学会打
乒乓球。

问他喜欢做什么，他
说：“唱歌。”问他老师和同
学对他好不好， 他说 ：
“好。” 问他最想做的事是
什么，他想了想，在纸上写
道：“我想跟大家一样。”

虽然每次说话都那么
“言简意赅”， 小易父亲柳
斌（化名）却告诉记者，这
已是他最完整的回答。

健康资讯…

博雅眼科
飞秒治近视很安全

本报讯 为什么飞秒治近视收
费相对较高？湖南博雅眼科医院准
分子中心刘三元副主任医师介绍，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1、设备
及耗材费用较高；2、手术室环境要
求高；3、对手术医生的要求高。

“博雅眼科全激光飞秒手术的
收费是省内同类手术收费最低的一
家医院（7900元/双眼），患者可以自
行去比一比，看一看。”刘三元介绍，
飞秒激光矫正近视手术是采用当前
最先进的角膜屈光手术， 医院配备
有上万例近视手术的屈光专家为每
一位飞秒患者完成手术。 博雅眼科
为了确保手术的安全和完美的术后
视觉效果，飞秒手术（全激光）其成
本比用刀的手术（半激光）要高，所
以价格也会比普通手术高。 眼睛手
术不能等同于商品买卖， 不能用一
般的商品交易法则去衡量， 重视价
格更要重视安全和疗效。

有读者曾来电咨询，飞秒激光
手术能不能满足招飞、 招警的要
求？刘三元称，只要矫正视力能够
达标即能满足一般体检要求，例如
招空姐、招警、招公务员等。

专家介绍：刘三元 从事眼科临
床20余年，师从数位有影响力的专
家教授，曾在多家知名眼科医院工
作和学习过，具有准分子大型设备
医师上岗证，在《中国实用眼科杂
志》和《眼视光学》等杂志上发表论
文十余篇，积极关注前沿技术并运
用到临床中，擅长个性化角膜屈光
手术和准分子手术并发症的处理。

就诊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中意
一路121号 湖南博雅眼科医院

咨询电话：0731-82809292�、
82809999������www.boya.cc

4月1日，宁夏银川一儿童孤独症康复中心，老师在哄一个孩子睡觉。 新华社 图

“来自星星的孩子”：我想跟大家一样
今天是世界自闭症日 专家：自闭儿童有4大症状，一岁以前发现，治愈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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