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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 >>浏阳有家“情景超市”：
为特殊的“你”而来
文、图、视频：今日女报 / 凤网 见习记者 莫雪霈

扫一扫，看特殊儿童如何
体验爱心超市购物视频

这家超市，老师是“标配”
7 月 2 日下午，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来到爱萌爱心超市时，恰

巧遇到一名小男孩在父母的陪同

下逛超市。超市工作人员瞿阳春

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之前她教

过课的自闭症孩子可可（化名）。

可可一进超市便不受控制，

母亲得紧紧抓住他，他才没有到

处乱跑。瞿阳春见状，赶紧上前

和孩子沟通。很快，可可安静了

下来，拿着购物用的小篮子，自

己挑选了喜欢的零食，并在母亲

陪同下来到收银台，递上现金、

完成付款。瞿阳春不是一名普通

的老师，而是爱萌特殊儿童康复

中心的老师。这家 6 月 22 日开业

的超市由康复中心所开，瞿阳春

和另外一名老师杨韶琼被安排到

超市，就是来帮助特殊儿童的。

瞿阳春告诉记者，自闭症小

孩如果在超市不受控制，她们一

般会先让家长自行处理，再根据

家长的行为进行指导，如果情况

特别严重，她们就会上去干预，

比如陪着一起数数，转移孩子注

意力，让孩子冷静下来。如果有

自闭症小孩独自来购物，则会带

他在超市里转转，通过观察他在

哪个货架停留得比较久，或者对

哪样东西特别留意，来确定他可

能需要的是什么，再指导他购物

和埋单。

“以前带孩子去普通的超市，

他要么到处乱跑，要么随便拿东

西走人，在公共场合，这样的行

为很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我们

也觉得不好意思。”可可的母亲

王女士告诉记者，“在这里就可

以不用再顾忌他人的眼光，还有

特教老师可以帮忙，我们自己也

可以慢慢教孩子，怎样选购喜欢

的东西、怎样跟人交流。我觉得，

在多次尝试后，可以逐渐培养他

适应社会的能力。”

收银台，自闭症少年业务熟
在这家以老师为“标配”的

超市里，收银员则是身患特殊病

症的少年。

今天的收银员叫江云笙（化

名），是一名癫痫病患者。今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
天喜 通讯员 周娜娜）近日，由湖

南省妇女联合会、湖南省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指导，湖南省妇

女儿童发展基金会、育娃娃基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主办，通道侗

族自治县妇女联合会、县卫计委、

县第一人民医院承办的“育娃娃· 

湘间公益行”2018 年首场活动在

通道举行。活动现场，湘雅医院

的专家们对 300 余名来自通道及

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基层

医护工作者进行了新生儿窒息复

苏技术培训及演练。随后，专家

团队为前来就诊的妇女儿童进行

了义诊，还与育娃娃基金负责人

共同走访了三户贫困的出生缺陷

患者家庭，并送上慰问金。

文化使者走进高墙，“做灵魂的工作”——

湖南女子监狱举办首届文化节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
天喜 吴迪  通讯员  龙华）“一生

一世一张纸，一笔一泪一传奇，

青丝白发女儿心，一字一诺一世

情。”6 月 28 日，湖南省女子监

狱“大爱暖高墙·国学育新生”

分享会在狱内举行，教授、名人

等众多“文化使者”应邀为服刑

人员开展爱心帮教。中国歌剧舞

剧院青年歌唱家、湘籍歌手李雨

儿的一首《女书魂》，更是在现

场引来阵阵掌声。

演唱歌曲之后，李雨儿以“奋

斗的青春最美丽”为主题讲述了

自己的坎坷经历和北漂岁月，分

享了自己的青春奋斗故事，以及

她在母亲和奶奶熏陶下传承良好

家风的努力，既励志又催人奋进。

其以歌声动人、以故事感人的分

享，让不少服刑人员流下了泪水。

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颜爱民则以《从“失当”到“正当”

到“善行”：“天人合一”视角的“修

行”机理和启示》为主题，结合

褚时健、曼德拉等知名人物的典

型事例，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地

讲解国学文化对服刑改造的积极

作用。有服刑人员表示，颜爱民

的讲述让人“记得住、收获大”。

女子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罗友田在致辞中表示，这次分享

会是湖南省司法厅联合 13 个部

门共同发起的“情暖高墙”工作

的延续，也是湖南女子监狱首届

文化节的重要内容，旨在为服刑

人员新生注入强大动能。

“社会要和谐，就必须要将

服刑人员改造好，让他们成为合

格公民。”湖南省政协常委、社

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谈敬纯

表示，通过省政协这个平台，他

结识了一些教授、明星，就想到

邀请他们来“做灵魂的工作”。

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副书

记、政委许明林表示，虽然时近

盛夏，但这场特别的文化盛宴让

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以分享促改造，

对服刑人员的教育意义非同一般。

公益课开讲：女大学生入职“避坑指南”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

天喜 通讯员 熊双艳）求职面试

时如何装扮能为自己加分？如何

用法律防范求职陷阱？领导工作

方式与自己不同时怎么办？创业

应该具备什么条件？6 月 29 日下

午，湖南女子学院校友会邀请到

几位优秀校友，为即将毕业的女

大学生们上了一堂毕业入职“避

坑指南”公益课。

“ 网络求职 进 入传 销陷阱、

借已经注销的公司名义进行假的

委托招聘，从你的简历中骗取个

人信息和创意……”北京浩天信

和（长沙）律师事务所及大律网

资深注册律师李冠娅，列举了当

前大学生求职时遇到的几大典型

陷阱和法律风险，并传授了防范

技巧。“选择服装时，不要看衣

服漂亮不漂亮，而要看衣服是否

衬得人更漂亮。”湖南女坊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形象管理讲师肖璎

则从色彩、款式等方面带来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形象管理课堂。

广东诚公（长沙）律师事务

所主任律师、深圳大律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鲍宇辉，传化智联股

份有限公司常德项目营销负责人

周陆花分别分享了自己的求学、

工作和创业经历。湖南女子学院

校友会秘书长盛光希、副秘书长

周静、理事王琪等出席。

“育娃娃·湘间公益行”走进通道

这或许是自闭症孩子都会喜欢上的一家“情景超市”。开业
12 天，已经有 160 余名自闭症儿童在家长的陪同下来此体验购物。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超市？这些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的
自闭症儿童，还有一心盼望他们走出那个封闭世界的家长们，
又会在这里收获怎样的小小惊喜？ 7 月 2 日，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来到位于长沙浏阳市的爱萌爱心超市，来感受这儿的别样

“情景”。

可可在
母 亲 和 瞿
阳 春 老 师
的指导下，
将 纸 币 递
给江云笙，
为 挑 选 的
零食埋单。

女报 / 凤网记者看到，江云笙

熟练地接过可可递过来的商

品，扫码输入电脑，报出价格，

将商品装进塑料袋，再接过现

金、找零。记者还注意到，因

为生病的缘故，江云笙的手有

点颤抖，但这不影响他独立完

成这一整套收银流程。

瞿阳春告诉记者，超市还

有一名收银员叫肖赫（化名），

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能跟江云

笙一样熟练地收银，只是这天

有事请假了。

肖赫和江云笙目前还在实

习期，此前进行了15 天到一个

月的职前技能培训——在“模

拟超市”中学习操作收银系统、

输入商品条形码、计价、找零

等一系列工作流程。江云笙语

速缓慢地告诉记者：“学习这些

对我来说，还好，不是很难。”

江云笙和肖赫对工作日益

熟悉，让爱萌特殊儿童康复中

心主任张伶俐很欣慰 ：“等他

们完全适应了这份工作，就可

以给他们提供薪酬。”

据了解，肖赫和江云笙是

爱萌爱心超市的首批实习工作

人员。张伶俐告诉记者，她真

正想做的，是让这些孩子能完

全掌握整个超市的运营方式，

“这样，他们就有能力回到镇

上、村里，开一家自己的超市，

维持生活”。

深深母爱引来爱心助力
爱心超市开业不到半个月，

就已经收获了不少家长的肯定

和点赞。有家长反馈说，每一

次体验之后，孩子都有一些细

微的变化。

其实，打造一个爱心超市

的想法已经在张伶俐心里萦绕

了许多年。张伶俐 15 岁的女

儿婷婷（化名）也是一名自闭

症患者，她不爱说话，喜欢吃

零食，只要有好吃的就很开心。

几年前的一天，张伶俐和女

儿逗趣 ：“以后开一家零食店，

让你来做老板。”

如 今， 爱心 超 市 开 业了，

张伶俐却没有让女儿参与实习

工作。记者在康复中心青少部

见到婷婷时，她正被人陪同着，

站在空白的墙面前，一言不发。

张伶俐告诉记者，婷婷的病症

比肖赫要严重得多，她无法接

受培训，“但超市这个形式能

帮助到很多特殊病症的孩童，

我就觉得值”。

广东狮子会“长缘”服务队

秘书长卢善苏告诉记者：“我们

通过东莞市湖南浏阳商会了解

到爱萌特殊儿童康复中心，当

时我们也正想通过这样的一个

‘情景超市’的购物体验，帮助

特殊儿童更好地融入社会。这

刚好跟张伶俐的想法契合。”

6 月 22 日，爱萌爱心超市

在东莞市湖南浏阳商会以及广

东狮子会“长缘”、“扬善”、“倾

诚”和“本色”四支服务队的

资助下成立了。

“爱萌爱心超市将作为我

们的一个培训基地，让患有自

闭症的小龄儿童在超市内进行

康复训练。他们将通过购物这

种方式来与人交流、了解社会

规则，做到康复训练日常化。”

张伶俐介绍。

李雨儿在现
场分享奋斗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