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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患者
慕名来到中国接受康复理疗。 大连、
五大连池、长白山等地的疗养院都是
俄罗斯人接受康复理疗的地方。其中，
辽宁省鞍山市汤岗子医院的温泉水、
泥疗，吸引不少俄罗斯人前来。 在这
里患者可以进行中药封包、针灸、按摩
等理疗项目，最高峰时，汤岗子医院一
年接待俄罗斯患者超过6000人。 图为
俄罗斯患者在进行头部磁疗。

中国康复理疗技术
受到俄罗斯人欢迎

上海素有不夜城的美誉。 日前，
上海市商务委等9部门联合出台指导
意见， 要推动上海晚7点到次日6点夜
间经济的繁荣发展。 作为上海传统文
化集聚区的豫园， 为了吸引游客前来
体验夜生活， 豫园市集将美食售卖、
非遗技艺、 文创品牌串联其中， 让市
民和游客除了看花灯夜市， 漫步小桥
流水外， 还能感受到新颖的文化休闲
体验。

爱豫园：
感受别样上海“夜”生活

仲夏的彩妆界刮起了清新 “中国
风”。 彩妆品牌美康粉黛推出的新品
“晶玺”时尚口红，搭配颐和园限量款
口红包和口红镜。 “颐和仙境”落于方
寸之间， 传递出人们对于美好的骐骥
与憧憬。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
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不仅享有 “皇家园
林博物馆”的美誉，更凭借让人陶醉的
景色，成为旅游爱好者心驰神往的“颐
和仙境”。 此次，美康粉黛推出的 “晶
玺”时尚口红，外观就引用了“颐和仙
境”的概念，将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皇
家园林艺术， 与代表年轻时尚的彩妆
设计融合。 据悉，该款颐和园元素口红
于6月14日在美康粉黛南京老门东的
线下旗舰店正式发布，并在天猫618大
促活动期间发售。

颐和园出国风系列口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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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低工资标准， 能交上
保险， 有个生活出路就行”

李真住在大连市一栋红砖楼里 ，
房子总共70多平方米， 他的房间有8平
方米， 堆满杂物。 母亲5年前去世了，
他和父亲李元一起生活。

79岁的李元退休前曾是一名高级
工程师。 “孩子从出生就不正常， 不
分昼夜地哭闹， 眼睛不跟人对视。”

李元带着孩子去了大连一家中医
诊所， 又去了儿童医院和医科大学做
CT， 显示脑电图异常， 脑发育不全。

“无病可寻， 无药可医。” 大连医
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刘淑清介绍 ，
1943年美国医生就发现了这种通过行
为诊断的疾病并命名为 “孤独症”。 此
病目前在国际上依然没有找到病因 ，
只能推断跟基因和环境有关， 在我国
已被列入精神残疾范畴。

李真5岁就能数到5000， 并且能读
三年级的课文 ， 但是到了上小学时 ，
被拒绝入学。 此后的李真一直被关在
家里， 白天父母上班了， 他就在卧室
里自学。

李真对数字异常敏感， 随口问他
“1978年6月1日是星期几？” 他能脱口
而出正确答案， 答案是自己 “从脑袋
里蹦出来”。

李真成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他
32岁时得到的， 在一家慈善商店负责
接收爱心顾客捐赠物资， 工作16个月
直到商店关闭。

2017年4月， 李真来到一家孤独症
中心做接待员， 今年3月离职。 这份工
作与他的低保冲突。

2013年， 被认定为三级精神智力
残疾的李真从社区领到了每月600元的
低保， 现在涨到800元。 李元说， 那时
民政部门查到儿子月薪1200元， 因此
不能继续享受低保。

大连市爱纳孤独症障碍者综合服
务中心 （以下简称 “爱纳”） 主任刘雅
雯也有相同的感受。 “我们给做手工
的孩子发200元都不行。 有收入就不能
领低保。 尽管几百块很微薄， 但对他
们来说是迈出了自食其力的一大步 ，
希望环境能更灵活包容。”

尽管李真决定选择工作， 自愿放
弃低保， 但还是被辞退了。 李元认为

儿子可以从事一些简单工作， 比如在
超市整理货架 ， 在图书馆整理图书 、
保洁。 他希望政府能够给孩子提供一
些工作岗位， 按最低工资标准， 能交
上保险， 有个生活出路就行。 “孤独
症孩子最终会走向大龄， 大龄孩子没
有出路， 小龄孩子就没有方向。”

渴望工作获得尊严

张勇的女儿红红同样渴望工作 ，
但不是迫于生存， 而是为了 “有事做，
有成就感和体面尊严”。

22岁的红红可以帮在高校从事培
训工作的父亲做很多事 ， 比如把笔 、
本、 手册等资料依次放入材料袋， 把
裁好的学员照片贴在登记表和结业证
上， 然后盖上公章， 一次准备100个学
员的材料， 能连续高效地工作而不出
差错。

2003年开始，张勇每月花2000元请
专门的陪读老师，陪红红上了6年小学。
红红初中上的是特殊教育学校， 读了5
年，揪头发、哭闹，甚至焦虑的时候咬自
己，至今手上还留着清晰的伤疤。

跟安静的李真不同， 红红坐着时，
头和身体会晃动， 嘴里不时发出 “嘶
嘶” 的声音。 问她问题， 她也仅能几
个字几个字的回答。

“我们没有未来， 亲戚不可能在我
们走了之后照顾红红。 我们不要二胎，
因为第二个孩子要背负红红这个一生
的负担。” 红红母亲说， “越大的孤独
症孩子跟正常人行为差距越大， 希望
政府能有日间照料站， 我们愿意付费，
将来能有个照顾孩子的场所。”

而26岁的刘元如今找到了自己存
在的理由， 他现在每周三天会来到爱
纳专为孤独症孩子提供工作岗位的烘
焙坊。 有11个孤独症障碍者在这里制
作糕点， 供爱心人士购买。 他已经坚
持了两年， 虽然做糕点每月只能收入
600元 ， 但重要的是有一个宽容的环
境， 有老师指导， 还能学一门技术。

做糕点的经历让他很满足。 以前
不爱跟人交流的他， 现在喜欢发朋友
圈、 自拍， 随着朋友圈点赞数量的增
多， 他越来越开朗。

“希望政府能提供一个适合这些孩
子的工作环境， 相对稳定些就好。 以
前曾想自己去世的时候把孩子带走 ，

看见他的变化 ， 现在没有这种想法
了。” 刘元妈妈说。

希望能通过努力工作， 撑起
这个家

已经在大连富力希尔顿酒店工作4
年的肖伟， 目前可以拿到和同事一样
的工资， 这是爱纳服务的孤独症孩子
中就业成功的案例。

酒店管事部经理王莉认为， 他虽
然有点小障碍， 比如 “桌子已经很干
净了， 还反复去擦， 东西必须按同样
位置摆放等刻板行为”， 但完全胜任清
洁工作。

“社会提倡关爱弱势群体， 我们酒
店也想贡献力量， 我们部门有30个人
包括两个孤独症障碍者和3个聋哑人，
他们工作都很好。 我们的员工和客户
都接纳他们， 这些成员的加入没有带
来负面影响， 还让客户对酒店的印象
加分。” 王莉说。

肖伟母亲说， 他在特殊教育学校
中专毕业后来到希尔顿， 酒店友善的
环境让他成长了， 有这样融入社会的
机会很重要。

“我的愿望是能用自己的双手努力
工作， 撑起这个家。” 肖伟说。

“现在大龄的孤独症障碍者， 儿童
时期缺乏合理干预， 如今， 他们需要
接受职业培训， 通过辅助性和支持性
就业帮助他们改善状况。 就业本身就
是一个康复过程， 如果被关在家里就
会退步。” 大连市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
会主席刘淑清说， 希望普通职业学校
对孤独症孩子敞开， 同时倡导企业开
设相关岗位给这些孩子。 目前如果企
业提供一定比例的岗位给残疾人， 可
以免交残疾人保障金甚至得到奖励 。
但很多企业宁可多交钱也不接受他们，
因为害怕担风险。 这就需要政府设计
规则， 帮企业规避风险。

根据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2015年出版的 《中国孤独症家庭需求
蓝皮书》， 孤独症是贯穿终生的精神障
碍疾病， 73.7%的家长认为孤独症人士
的就业会受到歧视 ； 84%的家长希望
孩子能享受低保， 已享受该服务的家
庭占比为9.5%； 79.9%的家长希望政府
解决孩子的托养安置。

（摘自 《中国青年报》 作者： 王晨）

如如何何走走出出被被拒拒绝绝的的人人生生

在在确确诊诊为为 ““孤孤独独症症”” 2222年年后后，， 今今年年3399岁岁
的的大大连连人人李李真真依依然然走走不不出出被被拒拒绝绝的的人人生生。。 上上
学学被被拒拒收收，， 成成年年后后从从事事社社会会组组织织推推荐荐的的工工作作
岗岗位位却却屡屡被被辞辞退退。。 李李真真沮沮丧丧且且困困惑惑，， 他他不不知知
道道哪哪里里做做错错了了。。

同同样样沮沮丧丧的的还还有有张张勇勇。。 在在花花了了近近百百万万元元，，
穷穷尽尽所所有有现现代代医医学学治治疗疗方方式式和和康康复复办办法法，， 他他
每每天天只只能能带带着着2222岁岁的的孤孤独独症症女女儿儿去去上上班班，， 让让
他他的的女女儿儿做做点点力力所所能能及及的的 ““杂杂活活儿儿””。。

这这些些孤孤独独症症儿儿童童长长大大了了，， 成成年年后后的的他他们们
却却并并没没有有摆摆脱脱 ““孤孤独独””，， 生生活活中中仿仿佛佛有有一一堵堵墙墙
伫伫立立在在这这些些孤孤独独症症家家庭庭和和社社会会之之间间。。

孤独症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