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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的冠军

如果你的观念还停留在孤独症就是
不主动说话、 不合群、 沟通障碍， 那么
你需要重新认识一下孤独症了。 先看看
以下这个案例：

贾小海 （化名） 今年 8 岁， 读小学
二年级。 小海长得虎头虎脑， 十分可爱。
他跟着妈妈走进诊间时， 手里还拿着一
辆消防车。 进门之后， 他就围着医生开
始介绍消防车的功能， 那样子像是跟医
生相当熟了。 小海妈妈一脸忧心忡忡，
她告诉医生， 老师已经不止一次找她谈
话了， 老师说小海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插
话或哼唱歌曲， 有时还会突然来回走动，
老师提醒一下， 小海会安静下来， 但一
会又忘了。 妈妈一开始以为是小海刚上
学， 还不适应， 可到了二年级还是会有
这些情况出现。 老师和家长的压力都挺
大， 妈妈便带着小海来就诊， 看看是不
是多动症。 妈妈还告诉医生， 小海平时
特别爱研究车， 还爱看宇宙天体、 恐龙
等方面的书籍， 挺聪明。

医生注意到， 妈妈在一边讲述小海
情况的同时， 小家伙还在介绍他的消防
车， 好像过来就诊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经过综合测评， 小海最终被确诊为高功
能孤独症， 妈妈怎么也没想到竟是这个
结果。

那么， 什么是高功能孤独症呢？ 高
功能孤独症是孤独症谱系障碍中的一种，
在孤独症中占比10%， 孤独症倾向不明
显， 常常被忽视。 这些人士的表现多种多
样， 有的甚至具备较佳的语言能力、 学习
能力， 比如有一些绘画天才或者音乐指挥
天才。 高功能孤独症人士因其部分能力水
平表现较好， 但存在社交异常、 刻板行为
等问题， 经常被身边人误解为情商低、 不
稳重、 内向、 老实、 比较轴等。

高功能孤独症人士， 通常在上学阶段
或工作阶段遇到了困难， 多因 “不能集中
注意力、 不能遵守纪律、 工作不知变通、
没有朋友” 等就诊， 比较晚才能被诊断出
来， 这个群体常常没有得到有效的干预和
支持， 发展空间严重受限。 因此， 高功能
孤独症越早被诊断出来， 症状越早被了
解， 那么将来适应社会的能力就越好。

在治疗方面， 医学界对高功能孤独
症这个疾病的了解还非常有限， 目前的
研究中， 尚没有治愈核心症状的特效药。
只能通过有询证依据的干预方法， 改善
其对社会的适应性， 这也是最终的治疗
目标。 而这种干预手段是综合性的， 需
要从多方面着手， 如学龄前期高密度的
综合干预， 学龄期的社交干预、 学习支
持干预、 挑战性行为干预， 成人期的职
业辅助等。

国内有专家总结了一套简单易行的
“四不” 孤独症筛查法， 家长可以参考。

1. 不看或少看 ： 缺乏目光对视 ，
“目中无人”。

2. 不应或少应： 呼之不应， 不听指
令， 不合作， 独自嬉玩。

3. 不指或少指： 无恰当的身体语言，
如手指指物、 参照、 显示、 炫耀、 即时
模仿、 点头。

4. 不说： 不会说话或说话迟 （就诊
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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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爸爸带着叮咚去商
场， 在路上， 4 岁的叮咚冷不丁
问问爸爸： “你什么时候死
呀？” 爸爸愣了一下： “为什么
你要这样问呢？” 叮咚说： “等
你死了， 我就可以用你的电脑
玩飞车游戏了。 另外， 你就不
会老是催促我练毛笔字了！” 爸
爸听了没再讲话， 回家好好地
教育了他一番。 事后， 叮咚搂
着爸爸的脖子， “爸爸， 我舍
不得让你死！ 我再也不会说让
你去死了。”

儿童有时口无遮拦 ， 原因
是对死亡的含义不甚清楚。 在
某些孩子的脑子里， 死去就意
味着可以分享死者的财物， 获
得更多的权利， 或者因此而减
少一些必须完成的任务。 他们
只看到死亡可能带给自己的获
益， 不明白自己会因此而丧失
重要的亲密关系。 他们不清楚
死亡带来的人际关系断裂， 导
致家庭等社会基本单元的功能
缺损， 会给他们成长带来多少
负面影响。 家长需要耐心地给
孩子讲清楚死亡的内涵影响 ，
让儿童明白可能会面临的糟糕
处境。

案例二 3 岁男孩冬瓜养的
宠物鸟没有敌过寒冬， 冻死了。
冬瓜捧着小鸟幼小的身体落泪，
想要小鸟活过来。 妈妈看了很
心疼， 请教过专家后， 她和儿
子一起找了一个饼干盒子， 将
小鸟尸体放入， 埋葬在花园的

桂花树下。 两人一起给
小鸟举行了一个葬礼，
妈妈告诉冬瓜： 小鸟安
眠了， 再也不会回来了，
不会唱歌了， 也不会蹦
蹦跳跳地吃食了。

由于幼儿养小动物
投入了较多的情感， 当
宠物死掉时， 他们会体
验到分离的痛苦， 感受
到死亡的悲痛。 对幼儿
来说， 这是一个学习生
命发展周期的契机， 比如看着
小动物从小逐渐长大， 然后死
掉， 就能模糊地认识到生命很
脆弱， 具有不可逆性 。 家长和
老师可以因势利导， 让儿童认
识到珍惜生命的重要性。

案例三 读完 《美人鱼》 的
故事， 5 岁的西西问妈妈： “人
都会死吗？” 妈妈点点头， 西西
追问： “那爸爸妈妈也会死
吗？” 妈妈说： “是的”。 西西再
问： “那我也会死吗？” 妈妈柔
声说道： “宝贝， 你也会有那
一天， 但是那一天到来， 还比
较遥远。” 西西听了， 大哭起
来 ， 妈妈摸着西西的头说 ：
“只要你好好吃饭、 锻炼身体、
注意安全， 不去危险的地方，
你可以活很久的！” 西西听完
后， 渐渐地停止了哭泣。

对某些儿童来说 ， 他们心
理发展较好， 已经能够认识到
死亡的意义和影响。 他们会思
考一些关于个人生死的问题 ，

但囿于年幼， 无法看清一个完
整的生命过程 。 他们对结果比
较在意， 担心死亡的到来 ， 并
因此而受到消极情绪的困扰 。
这需要家长耐心地倾听儿童的
内心想法， 帮助他们找到打开
内心困惑的方法， 让他们能顺
利地度过死亡的焦虑。

有些家长对儿童的想法不
以为意， 认为 “小孩子乳臭未
干， 他还会怕死”？ 在这种态度
下， 他们以为儿童不过随口说
说而已， 哪里知道 ， 在儿童的
内心深处， 有着难以排遣的焦
虑和担心， 因为没有成人给予
及时的疏导， 儿童背着心理包
袱 ， 过得很痛苦 ， 不敢睡觉 ，
害怕黑暗。 而家长如果知晓了
儿童的心理顾虑 ， 交谈一番 ，
就能将其从心灵的牢笼里解救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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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死亡话题
可以与儿童探讨？

调皮捣蛋也可能是
“高功能孤独症”作怪

孤岛效应
孤岛效应， 指一个人因为某种特

定原因被限制在特定的时间或空间 、
具体或抽象的特定范围之内， 出于利
益关系和情感需要， 会产生急剧的情
感波动。 就像是一个人独自被困孤岛
上， 各种情绪袭来一样。

如何理解呢 ？ 打个比方 ： 长期
“宅家”， 心理承受能力弱的人， 无法
适应这种封闭空间的生活与学习， 从
而引发情绪崩溃。 这种情绪崩溃不是
突然出现的， 是一天一天慢慢积累下
来的。 还比如， 孩子不仅会出现做作
业拖拉、 粗心大意的情况， 还会演变
成逃避学习、 沉迷游戏等。

由此可以可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
是心理承受能力弱的人， “宅家” 容易
引发情绪失落。 二是因缺少玩伴， 社交
需求无法满足。 人需要在群体中获得归
属感， 归属感也是一种安全感。 三是学
习氛围的消失， 会使孩子的学习积极性
下降。 因此， 提高孩子的心理承受能
力， 是打破 “孤岛效应” 的方法之一。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孔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