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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68名孩子就有一颗“孤独的星星”
省儿童医院3年接诊自闭症患儿超7000人次 医生提醒：孩子出现这些行为要留意

本报4月2日讯 有这样一
群孩子，他们和同龄人一样可
以看见、听见，但仿佛身处另
一个世界。 他和你明明这么
近， 却又遥远得像天上的星
星，他们是自闭症患儿，也被
称为“星星的孩子”。

每年的4月2日是“世界孤
独症关注日”，“我国每68名孩
子中约有一名患有自闭症”话
题今日登上热搜。 专家呼吁，
拒绝歧视，传递善意，关爱自
闭症患儿需要全社会共同的
努力。

自闭症发病呈上升趋势

4岁的兵兵是一个很安静
的小男孩， 爸爸妈妈工作很
忙，每天早出晚归，奶奶说“只
要不拿走他的小汽车，他就不
会吵，很好带”。上幼儿园半年
了，兵兵总是独自发呆，在老
师的建议下，爸爸妈妈带兵兵
到医院找专业医生咨询。

其实像兵兵这样的孩子
并不少见。记者今日从湖南省
儿童医院了解到，2018年至
2020年，该院儿童保健所共接
诊疑似或确诊自闭症7357人
次， 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从发病年龄上看，主要集中在
1岁半到2岁。 同时数据显示，
男孩发病率明显高于女孩，约
为4-5:1。值得注意的是，因为
不会讲话等言语发育问题来
院就诊的孩子超过16000人
次，不排除这当中还有自闭症
患儿。

该院儿童保健所主任钟
燕教授介绍，孤独症谱系障碍
通俗称自闭症，是一类以社交
沟通障碍、刻板重复行为及狭
隘的兴趣为核心症状的神经
发育障碍性疾病。尚未找到明
确病因，目前研究表明可能与
基因遗传、 大脑结构异常、环
境因素等有关。根据国际最新
数据，自闭症发病率已由2009
年的88：1，上升至现在的54：1。

孩子有这些行为
家长需留意

钟燕表示，自闭症发病呈上
升趋势，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
因。一是家长对疾病的认知有所
提高， 二是医学诊断水平的进
步。早筛查，早干预，有利于自闭
症症状的改善和后续发展，2-6
岁是训练的关键期。如果孩子出
现“五不”，一定及时到专业儿科
机构就医。

1.不（少）看：目光接触异常，
自闭症患儿早期即开始表现出
对有意义的社交刺激的视觉注
视缺乏或减少，对人尤其是人眼
部的注视减少。

2.不（少）指：缺乏恰当的肢
体动作，无法对感兴趣的东西提
出请求。自闭症患儿可能早在12
月龄时就表现出肢体动作的使
用频率下降。如不会点头表示需
要、摇头表示不要，不会有目的
的指向、手势比划等。

3.不（少）应：叫自己名字听
而不闻，无反应或不敏感，但听
力正常。

4.不（少）语：多数自闭症患
儿存在语言发育延迟。尽管语言
发育延迟并非孤独症诊断的必
要条件，其他发育行为障碍也多
表现有语言发育延迟，但对于语
言发育延迟儿童务必与自闭症
鉴别。

5.不当：不恰当的使用物品
及相关感知觉异常。 比如将小汽
车排成一排， 旋转物品并持续注
视等。可能出现言语倒退，难以听
懂、重复、无意义的不当语言等。

“自闭症需要长期治疗，治
疗最终目的是让孩子回归社会，
比如说能够与人进行有效交流，
具备学习和生活自理能力等。”
钟燕呼吁， 由于自闭症患儿在生
活中异于常人的表现和反应，易
遭遇歧视和指责， 加上长期的治
疗， 不少自闭症患儿甚至遭受到
来自家人的“冷遇”。这群特殊的
孩子，需要得到社会的共同关爱。

■记者 田甜 通讯员 卿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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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04 执 172 号协
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被执
行人王晓实名下位于长沙市岳
麓区藏冬路 36 号今时艺苑 2 栋
2503 房的证号：20200347824 的
房屋不动产权证和对应的证号：
20200320571 的他项权证一并登
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04执恢 131 号
之一， 原查封案号（2020）湘
0104 执 6758 号协助执行通知
书，现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向伊偙
名下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文轩路
479号天元涉外景园 C 区 11 栋
3206 号房的证号：20180195221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和对应的证
号：20180197345 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2020）湘 06 执 332 号之一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被执行
人易文华名下位于长沙市芙蓉
区万家丽北路三段 439 号浏阳
河畔家园 1 号地下室-1264 车
库、产权证号为：710262840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
法院（2020）川 0108 执恢 420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金则慧名下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谷丰
南路 9号高信向日葵园 3 栋 801
号房屋、对应的产权证号为：
713136657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与 编号 为 ：长国用（2014）第
034622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及该房屋编号为 513059470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中山路支行遗失位于雨花区
韶山南路 99 号万科金色家园 1
区、2 区 917 的房产证， 证号长
房权证雨花字第 710194679 号，
及他项权证，证号房他证雨花字
第 510057775号，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 190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殷白云名下的位于
长沙市岳麓区映日路 599 号梅溪
四季家园二期 10 栋 2802号房屋、
转移登记至买受人李代成名下，
将 产 权 证 号 为 ：20180445736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
编号为 ：20180430021 号的他
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湖南八部门联合发文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为65岁及以上老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4月2日，由长沙市岳麓区活力自闭症康复中心组织的
“关注、关心、关爱”自闭症儿童的公益宣传活动在岳麓区
汽车西站中心周边举行，机构全体康复训练师以及志愿者
等人通过发放宣传单页、赠送蓝气球、口头讲解等形式，呼
吁全社会关注和关爱自闭症患者群体。

3月下旬， 省卫健
委、省发改委、省财政
厅等8部门联合印发
《湖南省建立完善老年
健康服务体系实施方
案》（以下 简称 《方
案》），将着力构建包括
健康教育、 预防保健、
疾病诊治、 康复护理、
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的
综合连续、覆盖城乡的
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努
力提高老年人健康水
平， 实现健康老龄化，
建设健康湖南。

《方案》 明确，到
2022年，全省二级及以
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
年医学科的比例达到
50%，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护理床位占比达到
30%， 综合性医院、康
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成为老
年友善医疗卫生机构
的占比达到80%，三级
中医医院设置康复科
的比例达到75%。

《方案》提出，引导老年人树立自
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 促进老
年人形成健康生活方式， 提高老年人
健康素养， 鼓励设有老年医学科的二
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开设老年健康大
学（课堂），引导各级开放大学（广播电
视大学）、老年大学和老年教育机构将
健康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加强预防保健。《方案》 要求，建
立健全老年健康危险因素干预、疾病
早发现早治疗、失能预防三级预防体
系，为6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每年提供
规范的老年健康管理服务、老年人中
医药健康管理服务，为65岁及以上居
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将老年人健康管理作为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的重要内容，把
老年人满意度作为重要评价指标。

加强疾病诊治，推动提升老年医
学科床医比、床护比。《方案》提出，建
立健全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
老年医院和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
为核心，相关教学科研机构为支撑的
老年医疗服务网络。以城市二级医院
转型、新建等多种方式，合理布局，积
极发展老年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
等医疗机构。加强二级及以上综合性
医院老年医学科建设，将老年医学科
作为新建或新晋二级及以上综合性
医院的必设科室。

我省将大力发展老年护理服务，
建立完善以机构为支撑、 社区为依
托、 居家为基础的老年护理网络。加
强护理、康复医疗机构建设，鼓励医
疗资源丰富的地区将部分公立医疗
机构转型为护理、 康复医疗机构。鼓
励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康复
医学科，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康
复、护理床位占比。

《通知》指出，逐步探索建立从
居家、 社区到专业机构的失能老年
人长期照护服务模式。 依托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为65岁及以
上失能老年人提供能力状况评估及

适合的康复指导、 护理技能指导等
照护服务。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 支持社区嵌入式为老服务机构
发展。

根据医疗机构的功能和定位，
推动相应医疗卫生机构， 按照患者
“充分知情、自愿选择”的原则开展
安宁疗护服务， 开设安宁疗护病区
或床位， 有条件的地方可建设安宁
疗护中心。同时，积极探索以医院服
务为主，医养结合、社区服务、居家
服务相结合的安宁疗护服务模式。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张春祥

建立健全三级预防体系

建立完善以社区为依托的老年护理网络

一所自闭症康复学校，孩子正在画涂色剪纸。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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