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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因车祸导致瘫痪，让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背上阴影，这对老夫妇俩即使自己生病，依然用
爱和脊梁撑起了这个家，他们相信一切会好起来

“只要还干得动，就不会放弃一丝希望”
■本版文字 吕亦菲 庄奕 本版图片 王锐

在北建新村，几乎没有人不认
识金小琴。“这个奶奶经常带着她孙
子出去买菜的。”“走到哪儿她都要
拖好了她的孙子。”“金奶奶不容易，
把孩子拉扯到这么大。”“金奶奶以
前气质可好了，红光满面的，生了病
一下子老了好多岁。”⋯⋯

金小琴的孙子王雯栋今年已经
21 岁。金小琴回忆，刚出生时候的
王雯栋白白胖胖很是可爱，是全家
人的“掌中宝”。可是等到五六个月
左右的时候，一家人发现王雯栋好
像有些“不对劲”。不管家人怎么逗
他，他都不会笑，就算是打他，他也
不会哭。孩子不会说话，没有眼神
交流，没有任何回应，刚开始家人以
为他是耳朵聋，但是每当他看到电
视中播放广告时，又对着电视支支
吾吾说一堆大家听不懂的话。

“十几年前的时候信息不发达，
知晓‘自闭症’的人并不多。”金小琴
说，直到 3 岁那年孩子被断定患有
自闭症，那时候孩子的母亲就离开
了，孩子的父亲也再婚。从小，王雯
栋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

为了治疗孩子的自闭症，金小
琴带着孩子四处求医，跑了不少地

方，但是孩子没有好转。后来听说
康复训练对自闭症孩子很有用，自
闭症孩子通过康复训练能够实现生
活自理，要是一直不训练的话，身体
机能就会退化，然后无法自理。“作
为孩子最亲密的人，实在不忍心看
到孩子不能完全自理，孩子是可怜
的。”金小琴说。几年的求医已经花
费了很多积蓄，而康复训练每个月
也要一笔很大的开支，尽管如此，金
小琴还是每天坚持带孩子去康复学
校上课。

“这个孩子你要随时随地看住
他，你一不盯紧，他要不就跑开了，
要不就开始搞破坏。”金小琴告诉记
者，去学校上课的话，有老师会帮着
带，至少孩子不会乱跑，会省心很
多。所以尽管学校离家要倒一班公
交车，单程要一个多小时，金小琴还
是会每天风雨无阻地带孩子去上课。

那个时候小区里经常能看到这
样一个场景：每天，金小琴的丈夫把
金小琴和孙子送到小区外，自己去
买菜，傍晚的时候，丈夫又会到小区
门口或者车站去接他们俩。“很多
人劝我放弃，但我不忍心，
总觉得只要有希望就要
去争取。”金小琴说。

2012年，丈夫被
确诊为前列腺癌，不
到一年的时间，丈
夫就因病去世，扔
下了他们祖孙俩。
接送孩子的路上只
剩下了金小琴一个
人。“丈夫刚离世那段
时间是自己最绝望的时
候。”金小琴说，以前不管多
忙多累，总有一个人可以给自己依

靠，丈夫一走感觉主心骨没了。可
是很快，金小琴又振作了起来，因为
她知道孙子不能没有自己。“孩子很
喜欢投篮。”金小琴告诉记者，康复
学校举办的投篮比赛孙子每次都是
第一，每次看到孙子脸上洋溢着微
笑，金小琴都会很欣慰。

去年 3 月，金小琴被查出来患
有直肠癌，手术、放疗之后，金小琴
一下子像是老了十几岁。“原本就是
这个年纪了，有什么老不老的呢。”
金小琴说，只是以前觉得自己不能
垮。生病住院的那段时间，金小琴
最不放心的就是孙子，她让亲戚代
为照顾了孙子几个月，出院后她和
孙子搬去儿子家同住，这样能互相
照应一些。

再婚的儿子又一次离婚了，这
次同住，她让儿子开始学着照顾孙
子，从最简单地帮他刷牙洗脸、穿衣
服、洗澡开始。“没办法啊，我年纪一
天天大了，总要有人照顾王雯栋
啊。”金小琴的言语中满是无奈。

患上自闭症的孙子，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如今，爷爷
已经去世，奶奶患上癌症。奶奶说，她最大的心愿——

自己离开后，有人能照顾好孙子

王雯栋一个人在玩王雯栋一个人在玩，，家里放着他最爱的足球和篮球家里放着他最爱的足球和篮球。。

编号：520
姓名：金小琴
年龄：75岁
住址：聚湖社区北建新村

10幢
家庭情况：本人患直肠癌，

儿子离异，丈夫去世，患自闭症
的孙子从小由她抚养长大。

“今天晚饭喝的粥。”
“这两天有点热的，你

放心，电风扇我开的。”
“这么热的天，你也不

要出去了！”
⋯⋯
打开聚湖社区网格员

庄署芳的手机，里面一条
条语音都是她所在的网格
内一位独居老人发送的。

“我让她每天发一条微信
给我。”庄署芳告诉记者，
自己平时工作也比较忙，
不能天天上门查看她的情
况，于是就让老人每天发
一条微信给自己，“有时是
一条语音，有时是一个表
情包，有时是一段抚慰人
心的‘鸡汤’。通过这一条
条微信，我就能确保她每
天的状态。”庄署芳说。

聚湖社区共有 10 个
网格，1800余名60周岁以
上 老 人 分 布 在 各 个 网 格
中。每个网格的网格员以

“大数据+铁脚板”的模式，
密切关注着自己“一亩三

分地”里的情况，对 80 周
岁以上老人、90 周岁以上
老人、100 周岁以上老人，
以及空巢、独居、困难等群
体的老人，做到“情况明、
数据清、工作实”。与此同
时，楼栋长、热心居民等尚
未加入志愿服务队的力量
也积极参与到网格化治理
中 ，成 为 网 格 员 延 伸 的

“手”与“眼”，将关心、关
爱、关注覆盖到整个辖区。

在聚湖社区，网格员
以心换心，始终把得人心、
暖人心的事放在第一位，
最大限度争取民心、凝聚
人心，用真心帮扶，用行动
温暖人心。一个人，一方
格，一双腿，穿梭群众之
中；一个包，一支笔，一个
本，为群众解难事。“我觉
得网格员只是一个平凡的
岗位，没有惊天动地的壮
举，我们就像一枚小小的
听诊器，深入基层，近距离
聆听群众疾苦。”庄署芳
说。

在聚湖社区，网格员就像是听诊器

近距离聆听群众疾苦

曾经在一次采访中，
遇到过一位带着自闭症孙
女上课的奶奶，这位奶奶
说，当孙女在公共场合有
打扰别人的行为时，自己
听到最刺耳的话是，“这样
的孩子都是被爷爷奶奶给
惯坏的”。带过孩子的老
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被这
样“指责”过，但是这话对
自闭症儿童的奶奶来说，
却 如 刀 子 一 般 扎 着 她 的
心。

有类似这样遭遇的老
人肯定不少，他们的故事，
以及故事背后的辛酸，其
实折射出自闭症家庭承受
的压力。他们在带孩子出
门时，因为孩子的“与众不
同”，可能因为孩子自身的
情绪或行为表现，而被指
指点点。也或因为自闭症
孩子康复训练需要较多费
用支出，越来越多的老人
承 担 起 了 照 顾 孩 子 的 责
任。他们的晚年少了一些
儿孙绕膝之乐，更多的是

屈膝弓背地照顾自闭症孩
子。我们很容易觉察到这
些老人身体上的疲惫，但
是他们在带孩子过程中所
面临的心理压力却是难以
感受，或者无法想像。就
如本期周末关爱采访的金
小琴，老人长期承担着教
养压力。

记者了解到，现在的
自闭症家长支持资源越来
越多，家长互助小组、家长
培训课程，以及各种社交
网络上的互助群组，但在
对象上往往更多偏向于自
闭症孩子的爸爸妈妈，像
祖辈老人这样的群体，可
能由于年纪、身体以及接
受新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因
素，无法及时获取更多的
资源支持。

作为自闭症孩子主要
照顾者，老人们同样需要
更多的支持和理解，请给
予 他 们 多 一 点 耐 心 和 爱
心，他们同样需要被理解、
被善待。

请给这些老人
多一点耐心和理解

帮扶纪事

祖孙俩在一起祖孙俩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