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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来，坤坤一直比别的孩子活得更用力。
3 岁时，他骤然跌入命运的深渊——本来好好的孩子，以肉眼可
见的速度在日渐倒退。一开始，是老师觉察出不对劲，发现坤坤“有
点不一样，老是自己玩儿”；起初家人以为是刚换幼儿园孩子不习
惯，半年后测量身高体重，几乎不见增长；再后来，坤坤看母亲的眼
神也不再有光彩，甚至一度倒退如婴儿，开始尿裤子。
医生对坤坤作出的诊断是倒退型孤独症，俗称倒退型自闭症。
一 些 影 视 作 品 和 报 道 对 此 病 症 注 入 温 柔 的 注 解 ：这 些“ 星 星 的 孩
子”，虽然与外界沟通困难，却自有精彩的内心世界。其中一些人，
在某方面拥有极高的天赋，甚至是天才。然而事实是残酷的，大部
分患上孤独症的孩子伴随一定程度的智能障碍，从确诊那一刻起，
正常的读书、考试、升学、进入社会的大门，几乎就对他们关闭了。
坤坤妈不愿认命。她拖着拽着，一路将儿子从青岛自闭症特教幼
儿园，送进普通小学、初中，再辗转至特殊教育学校读高中。今年，幸
运的大门向她敞开，国内头一次有大学招收轻度精神障碍的学生了。
她再一次将儿子，
托举到大学的门槛外。

坤坤在练习葫芦丝

面对国内大学首次招收轻度精神障碍学生

自幼患有倒退型孤独症的坤坤高考失败了

79分的
“孤独考生”明年从头再来

踏进考场的孤独少年

语文课文，
上午照常去特教学校上学，
中午仇德峰接
他回家，
下午就让他自己在家学习。
一开始，坤坤不太能接受。以前晚上 9 点半就
能睡觉，现在得学到 10 点；一切娱乐活动都停了下
来，
除了去超市买点好吃的，
他喜欢的看电影活动也
被取消了。
他小小地发起了脾气，
闹了一个星期，
后来他不
闹了，
开始学习。为了尽快提高成绩，
仇德峰还从普
通中学请了一位英语老师来给他补习，一节课两百
块。但上了几节课之后，
她发现，
普校的老师跟坤坤
沟通不了。老师只管讲，坤坤不会提问。授课变成
了一个单项输出的过程，
如同打乒乓球，
打出去后对
方接不住。三节课之后，
仇德峰决定放弃，
还是得自
己来。
此时，
距离高考，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坤坤有着出众的记忆力，别的孩子需要背一个
礼拜的谱子，
他花两三天就能背好。
仇德峰就从这里下手，背单词，背公式，三角函
数的各种公式，
坤坤背得滚瓜烂熟。
“难的不做，
简单
的能做一步是一步。
”

特教学校学生分两拨，聋班和培智班，聋班的
学生可以参加高考，而培智班的学生读完高中，就
只能回家
校门外，仇德峰目送着孩子进入考场，心里有
种微妙的复杂。
17 年来，
儿子一直跟在她身边。
“我巴不得他能
独立生活，那我就放心了，”她说。但之前，她没真
想过孩子怎么独立，
对他参加高考也没抱过希望。
招生来得正是时候。随着坤坤年龄越来越大，
仇德峰心里也越来越迷茫。她正在愁，孩子下一步
该去哪儿。
17 岁的坤坤个头已经窜到 1 米 8 多，他在镇江
特殊教育学校读高二，这也是目前他能获得的最高
学历。
机会在 2017 年伊始出现了。1 月份，特殊人群
高考报名刚启动，镇江市特殊教育学校里，负责聋
哑学生高考的老师在工作群里发现一条不引人注
目的信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在残疾人单独招
生考试中，首次面向全国，招收一名轻度精神障碍
的本科考生。
这是目前国内首次有高校单独招收此类考生。
他赶紧将这条信息推送给培智班的老师。特教学校
学生分两拨，
聋班和培智班，
聋班的学生可以参加高
考，
而培智班的学生读完高中，
就只能回家。
此次招生非常低调，融合教育专业，就是让有
特殊需要的学生跟同龄生在常规学校一起接受教
育。虽然只招一个，但足以让老师们兴奋起来，倘
若这条路子打开了，则意味着更多的轻度精神障碍
少年，
将有机会一睹大学风采。
培智班的老师开始寻找合适的学生。在培智
班，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能力，不同的年级分 A、
B、C 三个层次来授课，A 班的文化课水平是最高
的，但大部分培智班的学生是智力障碍，而非精神
障碍。坤坤所在培智班的班主任陈军老师告诉北
京青年报记者，坤坤在 A 班，成绩中上，是唯一符合
报考要求的学生。
考试在 3 月下旬，
陈军赶紧给仇德峰打电话，
问
她要不要给孩子报名。
不是没有疑虑，
“我们孩子就是融合的对象，他
上这个课倒是有助于能更好地跟社会融合，但让他
从事对口专业，教别的孩子去融合，这个是不是有
点难？
”
仇德峰说。

扶他走得更远一些
不敢老，不敢死，是很多自闭症家长埋在心里
的忧患
特教学校的老师特意去打听了一下，
这次招考，
考试大纲比照聋生的高考水平来——这就意味着，
试题的难度系数只会比普通高考低，知识点完全是
高中的知识点。对于坤坤来讲，
是个很大的挑战。
老师们拿来聋生8年级的试卷，
给坤坤做了一个
测试。陈军去看，
卷子上不少空白，
坤坤说不会做。
培智班以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进行康复训
练，帮助他们融入社会为主，在文化课的设置上比
较简单。坤坤读到高三，文化课的内容却只约等于
小学四五年级的水平。
而实际上，坤坤在转学到特教学校之前，已经
在普通学校读到初二了。
曾经，在带坤坤上青岛以琳自闭症特教幼儿园
时，仇德峰曾放话，
“我们孩子是要按时上小学的”，
当时没人相信，这个倔强的妈妈硬是实现了这个目
标。在小学时，
坤坤成绩还不错。仇德峰告诉记者，
坤坤读的小学是个重点小学，
直到毕业时，
他的数学
还能考到 90 来分。
上了初中，挑战来了。开学时，小学老师特意
给仇德峰打电话，提醒她，坤坤情况比较特殊，让她
最好找找校长，把坤坤和小学同学安排在同一个班
里，但仇德峰疏忽了。
“ 我没理解老师的意思，是要
让坤坤在新环境中还有熟悉的朋友。
”
她说。
骤然变难的功课和青春期的来临让坤坤不知所
措。他睡眠变差，做作业也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
虽然老师和大部分同学挺照顾他，但有些同学的恶
作剧加剧了他的紧张感。有时，他在上课的时候冲

明年还要再来高考
3 月 26 日，仇德峰目送着儿子进入考场，那里，
或许有他的未来
坤坤和妈妈在一起
仇德峰不是没有想过自己变老。正因如此，她
才拼了命地希望坤坤能尽量地接近社会，
逼他读书，
“就想让他找个好一点的工作，
能够安身立命”
。

子与母的放手一搏
坤坤有着出众的记忆力，别的孩子需要背一个
礼拜的谱子，
他花两三天就能背好

自闭症孩子的画作
出去上厕所，因为下课时，会有同学在厕所捉弄他。
他越来越逃避参加集体活动，别的同学跟伙伴玩闹
时，
他常常一个人蹲在校园的大石砖上发呆。
失去安全感的坤坤，在家里有时会突然大哭，
还会莫名其妙地发怒和打人。仇德峰实在担心他
出现严重精神问题，
这才将他转学到特教学校。
“坤坤学习能力很好，
但接受系统的康复训练有
点迟了。”特教学校的校长吴善亮向北青报记者介
绍，
对于培智班的学生，
学校为他们设置了一对一的
康复训练，对于孩子们来说，干预的时间越早越好，
年龄大了，
恢复就难了。
刚转学时，
坤坤很不适应。在班上，
他是唯一一
个在普通学校就读过的孩子，
前两个月，
他不停地撕
书，
一开始是把书撕得粉碎，
特教学校教材在市面上
买不到，
老师只能把之前多订的备用书发给他，
后来
变成了撕某一页。仇德峰代他把撕下来这一页粘
好，过几天，他忍不住又撕掉。
“ 有点强迫症那种感
觉。
”
陈军说。
“他就是离开了熟悉的环境，
比较焦虑。
”
校长吴
善亮还发现，这孩子还爱抠地砖。但凡地砖上有裂
缝，
坤坤就一定得把它抠起来。
坤坤第一次抠掉地砖，老师通知了家长。过了
几天，又换了个地方抠。
“我们也不好意思再叫家长
了，
孩子紧张，
家长也不容易。
”
吴善亮说。他认为坤
坤应该早点来进行系统的康复训练。
但作为母亲，仇德峰希望能扶着他，走得更远
一些。
“有一天家长不在了，孩子可怎么办？”这大概
是很多自闭症家长心中最大的忧患。他们将这份
担忧埋在心里，不敢老，不敢死。但孩子总有长大，
家长总有衰老的一天，
就在临近的丹阳市，
2016 年，
一位长期照顾自闭症女儿的中学教师陷入心魔中，
亲手杀死了 19 岁的女儿。据报道，在他杀死女儿
之前就曾跟亲友们透露，如果年纪大了，走不动了，
就把女儿带走。

机会就在眼前，仇德峰决定放手一搏。她专门
开车带坤坤去江苏大学里转悠。
“大学就是比你现在
学校还要大，
有图书馆，
教学楼。
”
仇德峰告诉他，
“高
考考过了就能上大学。
”
她试探着问儿子：
“你要不要参加高考？”彼时，
或许坤坤未必明白，
高考意味着什么，
但他喜欢学校
的环境，
他回答说，
“要！
”
复习就此拉开了序幕。
“当时，
聋生高考班已经到了刷题阶段，
坤坤跟不
上。
”陈军说，
“他记忆力很好，
但是理解能力差些，
语
文阅读理解题多。口算速度很快，
准确率不太高。
”
聋班老师顾不过来，
陈军跟仇德峰说，
能不能给
坤坤单独辅导，
最好请个家教。
“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坤坤，
更会教育他。
”
陈军说。
这绝非虚言。坤坤确诊之后，仇德峰想尽一切
办法训练他。教育孤独症的孩子比正常孩子难多
了，
仇德峰仍旧记得，
在坤坤 3 岁半退化得最厉害的
时候，
光教他漱口就花了五个月。
含一口水，
在嘴里呼噜呼噜，
然后吐出来。这在
普通人身上就是一种条件反射，
但对于坤坤来讲，
几
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水一进嘴巴里，自然就咽
下去了。
仇德峰一遍一遍地教，
一天一天地训练，
怎么都
不见效。回想起那段日子，
她几乎没有印象，
唯一能
记住的，就是坤坤怎么都记不住，她崩溃了，然后看
到儿子惊恐的表情，小嘴一鼓一鼓，水含在嘴里，吓
得忘了咽下去。
“我赶紧告诉他，对，对，就是这个样子，记住这
个感觉。”仇德峰说。第二天，她一起来就先让坤坤
漱口，
这一次，
她放心了，
儿子是真学会了。
这对母子的人生，
触底之后开始反弹。
为了锻炼他的各方面能力，仇德峰给他报了好
几个班，腿不会弯曲，就报个乒乓球班；钢琴能锻炼
手指灵活度，就学钢琴；画画能建立空间感，就参加
画画班。儿子学什么，
她就会什么，
坤坤在房间里练
琴，仇德峰在客厅做事，一扬头，
“坤坤，左手太用力
了。
”
屋里琴声不停顿，
却顿时温柔了下去。
这是专属于他们的心灵默契。
这次依旧是仇德峰主导坤坤的复习进度。她把
坤坤以前在普通学校就读的课本都找出来，制定复
习计划。每天早晨6点半左右，
坤坤就起床读英语或

考试安排在 3 月 26 日，仇德峰带着坤坤，提前
一天来到南京。一共只有三科，上午语文，下午数
学，
晚上英语。
她目送着孩子进入考场，
那里，
或许有他的未来。
考试过程不算紧张。中午时分，坤坤从考场里
出来，同时迎上来的还有监考老师，老师告诉仇德
峰，
“坤坤说他想吃火锅，
但考点附近没有火锅店，
得
到很远的地方才有。
”
孤独症的孩子或多或少都有刻板行为模式，陈
军老师就见过不止一个孩子有这种情况。她曾见过
一个孩子，
可以在马路边专注地盯着红绿灯，
盯半个
小时以上；还有一个孩子对钟表特别感兴趣，
“带她
练跳舞，
不能停，
只要一停，
她就去盯着表看，
谁叫也
不理。
”
监考老师有点担心，
如果坤坤执意要去吃火锅，
则有可能下午考试会迟到，
但如果不让他去吃火锅，
他可能会闹起来。
病症如同一道围墙，将情绪和社交能力一同囚
禁。不少孤独症孩子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或发泄情
绪，
他们攻击别人，
甚至攻击自己。教孤独症孩子们
画画的张坤老师告诉北青报记者，有孩子因为画不
出自己想要的效果，
急得直拿拳头捶自己的头，
梆梆
地用力敲，
一直打到脑袋肿了都不停。
上大学，
则意味着要和同学们朝夕相处，
能自理
是基本条件，既不能伤害别人，也不能伤害自己，即
使轻度精神障碍也不能例外。
仇德峰有这个自信。她早就教过坤坤控制情
绪，心里痛苦的时候，就紧握双拳，把注意力和力气
都集中在双拳上。
她慢慢地跟坤坤讲道理，就如同这些年来她每
一次教他每一件事一样耐心，
“我就跟他说，我们回
镇江再去吃火锅。”仇德峰说。最后，坤坤乖乖地跟
她在考场附近吃了午饭。
坤坤考了 79 分。这次招生一个，报考两人，另
外一个考生的成绩比坤坤高，总分 300 分的考试得
了 165 分。这意味着，他的本次高考止步于此。但
仇德峰对儿子的表现很满意。
坤坤似乎明白了什么，对于未来有了自己的认
知。紧接着，
母子俩又立马去准备接下来的钢琴考级。
“我希望孩子们能有更多的专业可以选择。”仇
德峰说，
“你让他们去学高数，
他们学不会，
但让他们
学钢琴、
画画，
这是可能的。
”
其实，
就算是更接近正常孩子的聋生，
在就业时也
屡遭歧视。吴善亮校长告诉北青报记者，
有位聋生求职
时屡屡被拒，
最后他干脆回镇江创业，
自己开了店铺。
“我们学校教授的主要是职业技能。”吴善亮校
长说，除了文化课，学校还开设了诸如汽车美容、多
肉植物种植、美甲等技术课程，这些课程重复性高，
适合培智班的学生。
不过坤坤已被激起斗志，他主动说，明年想要
再高考一次。
本版文/本报记者 杨宝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