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悉，为了实现自闭症患
者与普通人之间的相互尊重、
理解、关爱和接纳，市青少年宫
启动了“点亮蓝灯 照耀星空”
2019年世界第十二个自闭症日
主题宣传月系列活动，近期还
举办了自闭症青少年趣味运动
会和祭扫杨仙逸将军烈士陵墓
活动。接下来，市青少年宫将继
续开展“星青年”生存技能训练
营、“在国家政策下的星孩们”
政策宣讲等融合活动。

活动
“星青年”生存
技能训练营

1
●活动时间：4月20日（周六）上午08:00-14:30
●活动地点：东区、五桂山
●活动对象：自闭症青年及家长20人，义工10人
●活动内容：“星青年”创意集市体验：咖啡师、奶

茶师、五金件制作、陶艺、钻石画即场作画等现场制作

活动
“在国家政策下的星
孩们”政策宣讲活动

2
●活动时间：4月27日（周六）9:30-11:00
●活动地点：市青少年宫二楼会议室
●活动内容：邀请专家讲解残疾儿童（自闭症儿

童）相关的最新政策，并解答现场家长疑问。
●参加对象：50名自闭症儿童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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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融合打开“星孩”心门
发布仪式在上午9时准时举行。一

曲悠扬的葫芦丝表演结束后，在现场
自闭症孩子家庭、亲子义工、青少年宫
的学员及家长共200多人的见证下，主
礼嘉宾和自闭症儿童代表一起上台拉
开“星梦启航”——中山市青少年宫自
闭症儿童美术融合教育成果集的“窗
门”，把自闭症孩子们精心创作的美术
作品，呈现在大家面前，现场响起如雷
般的掌声。

据悉，为了开发培养自闭症青少
年的艺术潜能，市青少年宫从 2016年
8月开始，持续为星孩们免费开设了
七期美术融合课程，70多名星孩通过
艺术与公益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在艺
术的自我探索和自我表达的方式中
成长。

本次活动，市青少年宫挑选“星
孩”们部分优秀作品，印制了《“星梦启
航”自闭症儿童美术作品集》，并将该
成果集免费派发给市民，希望通过这
个活动进一步提高社会对他们的了
解、理解，营造更平等、更宽容，能接纳
的社会环境。“当我看到女儿一笔一划
创作这些画，我仿佛多了一个渠道了

解她，我们不期待她能在绘画中有多
少天赋异禀，而是很欣喜她可以通过
画面来表达不开心、焦虑或快乐。”来
自石岐区的家长胡女士说道。

■“星孩”表演收获理解与掌声
发布仪式过后，现场俨然是星孩

们表演的嘉年华：
这头，10个星孩与 10个普孩正共

同涂鸦创作一个即兴作品——“星星
小镇”。那头，非洲鼓艺术探索、“星青
年”花房厨房技能展示和自闭症儿童
家长沙龙活动热闹而有序。“在非洲鼓
艺术探索刚开始时，嘉嘉有些闹小情
绪，不久在老师的教导下，很快把鼓敲
得咚咚响。现场的音乐节奏和鼓声节
奏融为一体，让我们感觉无比兴奋。音
乐的确有治愈的作用。”家长@嘉嘉母
亲 参加活动后写道。

不仅仅是星孩家长备受感动，不
少当天前往市青少宫上课的普通小孩
的家长们也收获满满 。通过美术作品
展、教育成果集以及和“星青年”面对
面的交谈，观看自闭症微电影等方式，
第一次对身边的自闭症家庭，有了初
步的了解。陪孩子过来市青少年宫上

课的黄女士表示，“以前没想到身边会
有那么多自闭症孩子，看着家长、老师
为这些孩子付出那么多努力，看着自
闭症孩子的坚强和勇敢，自己也很受
触动，以后也会和孩子参与到这个爱
心接力活动中。”现场有这个想法的市
民不在少数，他们纷纷在自闭症主题
日的签名墙签名，为自闭症家庭加油
打气。

日前，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
协会会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
师贾美香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对孤独症（自闭症）患者的救助不只
是医疗问题，也不仅仅是残疾人事业
的一部分，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贾美香是中国最早从事孤独
症康复工作的专家之一，她称，近
几年，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各
界都对孤独症给予极高的重视，各
地都有专项拨款，以保证患儿的早
期康复和干预训练。各种康复和特
教机构也应运而生，在前两年的统
计中，针对孤独症儿童的相关机构
达到 1700多家。这些基础保障，极
大提高了孤独症患者的治疗和康
复效果。

但贾美香亦指出，中国孤独症
患者的康复情况仍不容乐观，主要
原因有两点。

一是一些家长对孤独症缺乏
认知，或者不愿面对现实。他们要
么因为不了解而将孩子的一些异

常行为理解为发育晚，或是天性孤
僻、好动等，要么明知“不对劲”，却
幻想孩子长大一些会有改变，由此
耽误甚至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期。

二是相关机构的数量与质量
不成正比。由于目前尚无针对孤独
症儿童康复和教育等机构的统一
标准，加上人才匮乏，很多机构存
在不规范、不专业的问题，在患儿
家长“病急乱投医”情况下，也导致
了一些孩子的康复效果不理想，甚
至耽误、加重病情。

贾美香认为，对孤独症患者的
救助是社会问题。“0-6岁是早期干
预训练和康复治疗期，6岁后面临教
育问题，成年后有就业问题，踏入社
会后更面临生存环境的问题，未来
还有养老问题等等。如果早期的问
题得不到解决，必将给未来社会增
加更大的负担。”她希望全社会关注
孤独症患者的生命全程，让这些生
而不幸的群体未来不再“孤独”。

中新

■小而美的阅读公益空间
越来越多

近日在朋友圈刷屏的北望书屋，
让很多人认识了“95后”创办人小杰。
北望书屋向市民免费开放，不收取任
何费用。里面共计有6000多册图书，除
了传统阅读区，还有自然生活体验区、
博物馆和健身室。小杰热爱读书，他说

“希望在这里遇到更多的同好之人，成
为读书人的家。”

除了北望书屋外，一座“长在”三乡
桥头村稻田旁的玻璃书屋也成热门打
卡点。玻璃书屋藏书量2000多册，阅览
座位有15个，Wifi网络全覆盖。书屋还
有一个小吧台，在这里可以看到乡村四
季景色。不仅如此，三乡镇还在该镇商
业圈、体育运动场等建了多个特色读书
驿站，让小镇充满书香韵味。

此外，中山首个 24小时城市光点
书店在假日广场对外开放，场地不大
却很温馨，通过刷脸即可进入；而港口
孙永锋的“万卷楼”也已经对外开办了
4 年，藏书 3 万多册，其中古书籍约
5000册，吸引数千人次前来阅读；神湾
图书馆也通过创新的方式，向社会筹
资70多万元打造了一座环境优雅的图
书馆。

随着中山各类公益阅读场所的增

多，可以给爱书的人提供更多的阅读
空间，也促使了更多的人走进这些空
间，放下手机、开始阅读、喜欢阅读。

■阅读活动丰富“总有一款
适合你”

读书月期间，我市各单位、机构、
公益组织等还将举办各类与阅读有关
的公益活动。

如本土知名的公益团队“72小时
书店”将在 2019年 4月 19日至 21日在
假日广场举办一系列与阅读有关的活
动。包括“真人图书”类的分享类活动，
如第六季青年TALK，邀请了 6位极客
青年讲述他们的故事，此外还有城市
迷你定向活动、阅读沙龙、科技手创坊
等知识性强、参与性强的活动。

中山博雅将组织第二届公益书墟
活动，招募小书童参与图书义卖活动，
所有筹款将捐至中山广播电视台“零
距离爱心书屋”。

三乡镇将在 4月 21日举办第十七
届中山读书月“晒书会”活动，以学校、
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家庭为主，
以摊位形式组团参加，举办荐书、评
书、换书、捐书等活动，以书会友。中山
纪念图书馆将在整个四月期间举办十
几场阅读活动。

帮助志愿者
提升助盲技巧
火炬区康园中心开展助盲

技能培训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近日，火炬开发区康
园中心针对助残志愿者进行了助盲基础技能培
训。超过50名志愿者蒙上眼罩，做任务、闯关卡，
体验盲人生活，提升了助盲技巧。

本次活动邀请了资深香港社工督导詹满
祥授课，詹满祥结合多年的帮扶案例娓娓道
来，幽默生动。志愿者们认真思考、积极参与，
戴上眼罩亲身体验和感受失明或视障人士日
常生活的困难与不便。在“失明 8 分钟”环节
中，志愿者需要完成出行、寻物、饮食、交流等
任务。“当我颤抖着将饮用水递给小伙伴，小伙
伴随口问了一句这水干不干净时，没想到我会
这么沮丧。而当收获到其他小伙伴的肯定和信
任时欣喜若狂。”社工梁金菊说，“社会工作理
论的‘同理心’只有设身处地才能获得，不能靠
臆想。只有站在盲人的服务需求中设计项目，
改善口头表达及服务技巧，才能设计出符合他
们需要的服务项目。”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小榄永宁中学举办禁毒教

育演讲比赛

本报讯（记者 李玮玮）为牢固树立“健康
人生、绿色无毒”新理念，继续深入做好学校毒
品预防教育工作，4 月 10 日下午，由小榄镇禁
毒办、小榄镇永宁社区和九洲基社区主办，永
宁中学承办的“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禁毒教
育演讲比赛在永宁中学举行，近 600人观看了
此次比赛。

选手们通过一个个发人深省的典型事例，讲
解禁毒相关知识，阐述了毒品对社会、家庭和青
少年的危害，表达了珍爱生命、坚决抵制毒品的
决心。经过激烈角逐，何宛枝等 3名同学获得了
决赛一等奖，7名同学分别荣获二、三等奖，有50
名同学的演讲稿荣获征文优秀奖。

此次禁毒演讲比赛活动，是永宁中学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系列活动之一。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 摄影报道）在刚刚
过去的周末，沙溪镇志愿者协会呼吸安全服务
队先后到沙溪镇禁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流动
人口服务中心、沙溪镇全民公益园开展义务清
洗空调卫生志愿服务，守护市民的呼吸健康。
沙溪镇志愿者协会常务副会长王文杰透露，这
项志愿服务很特别，志愿者既能做公益又可学
技能。该服务队成立至今一个月，已吸引了 70
多名市民报名加入其中，大部分志愿者都是青
年人。

王文杰告诉记者，在日常开展志愿服务的
过程中，他调查了解到，有的家庭十多年来从未
清洗过空调，不少沙溪镇的公共服务场所也存在
类似的情况。今年3月5日，沙溪镇志愿者协会呼
吸安全服务队正式成立，王文杰找来了专业空调
清洗人员开展公益授课，目前已有 26名志愿者
顺利结业，走上志愿服务岗位。上周，该服务队已
先后对沙溪全民公益园等 4个公共服务场所开
展义务清洗。

王文杰表示，除了公共场所，呼吸安全服务
队还将走进残疾、孤寡老人家庭；而在未来，除
了关注空调卫生，服务队还会对“甲醛”“除螨”
等领域开展专业培训，从多方面守护居民的呼
吸安全。

让王文杰感到欣喜的是，该服务队成立短短
一个月已经吸引了 70多名市民报名加入其中，
大部分志愿者是青年人，他们在服务社会的过程
中学到了新技能，获得了个人的成长。

沙溪镇呼吸安全志愿
服务队成立月余成员已逾
70人

义务清洗空调
收获成长技能

志愿者在提供服务。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我市社会各界举办丰富多彩的公益读书活动

让书香铺满公益之路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今年中山自发的公益读书月活动丰富

多彩，不仅近段时间涌现了一些公益书屋，还有读书沙龙、青年演讲、
各类分享、城市定向、公益书墟、晒书会等活动，期待市民参与。

宇宙每天都在进行变化，宇宙
外面是什么？地球人的结局是什
么。这些问题，我们或许都答不上
来，但有人在科幻作品中留下了各
种答案。

《银河系搭车客指南》里，有着
一间位于宇宙尽头的餐厅，客人络
绎不绝，他们随意挑选座位坐下，
观看讨论着整个宇宙各种时空在
周围爆炸。

4月 21日下午，“Sunday阅读
沙龙”搭建一个想象中的餐厅，一
起来谈谈那些神秘的科幻事。

时间：4月21日15:00~17:30
地点：假日广场·城市光点书店

读书月活动信息摘要

市青少年宫自闭症儿童美术融合教育成果集发布

“星孩”心门打开 家长收获希望
悠扬的葫芦丝在市青少年宫大堂里回荡……4月14日上午，由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宫）主办的“星梦启航”——中山市青少年
宫自闭症儿童美术融合教育成果集发布仪式上，“星娃”边俊熙的独
奏表演，吸引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不是亲眼所见，他们怎么会相信，
那么动听的曲子，居然会是一个自闭症孩子独自演奏的。记者从市青
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获悉，过去一年，通过美术融合课程、音乐融合
课程等公益活动，让不少星孩打开了“心门”，不少自闭症患儿家长收
获了新希望。

本报记者 徐钧钻 通讯员 黄旺

相关链接

自闭症宣传月还有这些活动

救助孤独症患者需社会合力

相关新闻

发布现场，孩子们即兴涂鸦创作作品。 本报记者 黎旭升 摄

●青年TALK邀你探讨极客精神

什么是极客？最先蹦出来的是
《生活大爆炸》里那几位“很呆”的
科学家。第六季青年TALK请来的
6位讲者，有车模玩家、摩旅爱好
者、终身学习者、智慧实践教育者

……他们身上也有“呆”的一面，但
不同的是，这个“呆”意味着执着、
坚持、探索、实践，为理想不计付出
的精神。

6位青年的极客精神希望可以

引导观众思考科技与生活的关系，思
考如何脚踏实地实现自我的成长。

时间：4月20日 14:00-17:00
地点：假日广场·城市光点书

店

●“90后”女科学家和你聊下量子科技

牛津大学女博士胡婧，2019
年从美国回国来到深圳，跟在牛津
时的好朋友一起创办了阳明量子
科技——一家致力于运用量子点
科技实现远程无线充电的初创公

司。今年11月，她将作为“家园归
航”女性科学家南极科考国际计划
第四届的成员，和另外 99名女性
STEM科学家一起登陆南极。

4月21日，72小时书店请到这

位 90后女科学家，和你面对面聊
聊她的炼成之路。

时间：4月21日 10:00-11:30
地点：假日广场 ·城市光点

书店

●三乡镇举办“晒书会”邀你来晒书

4 月 21 日（星期日） 上午 9：
00，以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社会
团体、家庭为主，以摊位形式组团

参加，为读者提供一个荐书、评书、
换书、捐书，以书会友的文化交流
平台。

地点：三乡镇文化广场
咨询电话：三 乡 镇 图 书 馆

86326903

●聊聊科幻作品中的神秘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