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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院钢琴教授推出
“音乐疗法”
帮助自闭症儿童走出封闭世界
一年前，
泰州学院音乐学院的几名师生来到市残疾人康复中心慰问演出时，
数十名自闭症儿童木然的表情让他们很
揪心，师生们决定用经过创新的“即兴演奏音乐治疗法”对患儿进行治疗，帮助他们走出封闭的世界。目前，很多患儿已
经取得了满意的疗效，并与师生们成了好朋友。昨天，师生们前往该中心进行第 16 次干预治疗，并带去了孩子们喜欢的
礼物。
记者 钱立群 通讯员 费松岩 文/图

“我行我素”
的孩子让人揪心
对于一年前到市残疾人康复中心的那次慰问演
出，泰州学院音乐学院钢琴副教授树文红以及她的学
生们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自闭症儿童，他们的眼光让
我们揪心。”树文红说，那天，师生们的节目丰富多彩，
而观众席上的一些孩子却无动于衷，有的甚至瞟都不
瞟舞台一眼。
坐在前排的小女孩静静给树文红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这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眉清目秀，扎着两条马尾
辫。不过，她表情木讷，目光呆滞，始终在挪动着她的
凳子。有时，她会躺在地上，毫不顾及身上崭新的花
衣裳。无论妈妈怎么劝说，
静静都不理不睬。
9 岁的静静是个自闭症患儿，她的妈妈周女士说，
自己的孩子对她就像陌生人一样，从不会主动叫她一
声。孩子的性格也固执得厉害，不许她做的事，她偏要
做。她甚至会盯着家里的电风扇看上一天，不哭也不
笑,就像个傻子一样，让家人操碎了心。
“也是从那天起，我们开始关注起这个特殊的群
体。”树文红想起了国际上流行的针对孤独症患者进行
治疗干预的“音乐疗法”，音乐疗法是通过独特的音乐
情感内涵，渗透到自闭症儿童的心理层面，对心理状态
产生影响，从而在本质上对自闭症的治疗产生作用。
不过，树文红并没有实践过，该领域的研究在我市
是一个空白。树文红决定自我挑战，在音乐疗法的基
础上加以创新，结合这些孩子的实际
“因人施教”，协助
治疗师们帮助孩子们早日康复。

音乐疗法让孩子心灵
“解冻”
去年 3 月开始，树文红带领王笑笑、张媛、葛双双、
叶佳媛、陈明星等 5 名学生来到该中心，开始对孩子们
进行
“音乐疗法”的治疗。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科学的方法和耐心、
细心的态度，是难以成功的。”树文红说。
第一次来到教室时，师生们就碰了一鼻子灰，孩子

们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反复教孩子们唱
“问好歌”，并
拿出了摇铃等乐器，但有的孩子只是看了一眼，便低下
头去。静静则坐在墙角扯着自己的衣服。
“我将摇铃不
断地塞到她的手里，并摇出悦耳的铃声，半个小时过去
了，她居然有了些反应，甚至连续看了两眼。”树文红
说，
就是这两眼，让她精神一振，有了信心。
之后，
师生们每去一次，
都会发现孩子们的新变化，
大家喜在心头。对于每次治疗，
他们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第一次：……孩子们注意力不集中，目光呆滞。
当老师拿打击乐器进来时，目光注视了一下，看了看我
们手里的打击乐器，没有主动上前拿……”
“第二次：
情况稍许好些，
能稍微注视到桌子上的打
击乐器，
能伸手去接，
跟着音乐的节奏拍打简单的节奏，
面部表情松弛……有的孩子仍然拍打自己的脸……”
“第五次：
进入即兴演奏阶段时，
能听老师的话，
拿打
击乐器，
用鼓槌敲鼓，
鼓声有节奏快慢的变化。整个过程
注意力都比较集中。结束时，
老师要求将小鼓放回原处
之后，
还有一点焦躁的情绪，
偶尔还拍打自己的脸……”
“第九次：能和另一儿童一起和打击乐，比较开
心。过了一会儿，注意到老师在弹琴，走到老师前面去
看，主动在钢琴上弹奏单音，老师给予回应，弹固定的
节奏，很专心，也很投入。老师说要结束时，还露出不
舍的表情……”

温情关爱成最好
“良方”
昨天，师生们又来到了该中心，同去的还有苏州大
学获得音乐学和心理学双学士学位的朱子君同学。只
要有空，
她就会参加师生们的活动。
大家刚踏进教室，静静便欢快地跑上来问好，甚至
还有个孩子端来了一把小椅子，招呼师生们坐下。当
接过他们送上的精心准备的小熊玩具等礼物时，孩子
们很是开心，静静还开口说了声
“谢谢”
。
树文红抱着静静，轻轻抚摸了一下她的小脑袋。
每次过去，这是个必不可少的“程序”。
“这并不是一个
单调机械的动作，而是我们对这些孩子从心底里发出
的由衷的喜爱。
”

劝人自首自己开溜，逃亡五年终落网
记者 宏斌 通讯员 王慰 国权
本报讯 姜堰男子袁某伙同他人盗窃建筑工地的
钢管扣件，案发后，袁某劝同伙一起自首，自己却在取
保候审期间跑了。逃亡五年后，袁某终于落入法网。
13 日，
姜堰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对袁某提起公诉。
2011 年 3 月，姜堰城区一处建筑工地施工用的钢
管扣件接二连三丢失。接到施工方的报案后，姜堰警
方走访排查，调阅监控，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袁某、
吴某等人，逐一上网追逃。 2011 年 3 月下旬的一天，

袁某等人白天到工地附近踩点，准备夜间再次行动，
看
到民警勘查现场，
心里害怕，各自逃回老家。
正当警方准备实施抓捕时，已躲回河南老家的袁
某听说自己被上网追逃，迫于压力，
劝说同伙吴某等人
一起到姜堰公安机关投案。
审讯中，47 岁的袁某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鉴于
袁某认罪态度较好，
且有自首表现，
姜堰公安机关对其
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然而，取保候审期间，
袁
某听说自己可能被判刑时，
畏罪逃跑了。
袁某交代，逃亡的五年，他也曾想回家自首，可又

师生们正在对自闭症儿童进行“音乐治疗”
。
有一次，室外气温较低，静静穿的衣服较少，大学
生叶佳媛便脱下自己的外套给静静穿上，并将她搂在
自己的怀里。让叶佳媛始料未及的是，静静仰起头亲
了她一下 。
“孩子感受到了我们的关爱，
懂得以自己的方式回报
我们的关心了。
”
树文红说，
“音乐疗法”
加上温情关爱，
产生了叠加效果。通过长时间的互动 ，
孩子们对师生们
的依恋感渐渐增强。其实，
让孩子们感受到大家无微不
至的关爱，
这是取得满意疗效的最好的一剂
“良方”
。
市残联康复中心康复科一位负责人说，
“音乐疗法”
为自闭症儿童的康复治疗开辟了一种新的途径。如
今，有数十名自闭症儿童治疗效果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不甘心。今年 2 月 3 日，袁某流浪至浙江杭州时，被打
工的老乡老陈看到。老陈以为袁某长年流浪他乡患上
精神病，
报警求助。老陈说，袁某见到警车，
拔脚就跑。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
本案中，袁某案发后不仅主动
投案，而且劝说同伙一起自首，完全有机会争取法律的
宽大处理。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
“犯罪以后
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
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
的，可以免除处罚。”
然而，
由于法律意识的淡薄，缺乏对法律应有的敬
畏，
袁某在主动投案后逃跑，
白白失去了自首这一法定从
轻、
减轻处罚的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
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
不能认定为自首。
”

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的通告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的通知》
（财税〔2016〕36 号），经国务
院批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在全
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以下称营改增）试点，建筑业、房
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
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
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
为确保营改增试点工作的顺利
开展，国税部门自 3 月下旬以来，正

在紧锣密鼓地对营改增纳税人逐户
进行核实确认，采集纳税人相关信
息，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备案登记、
税银协议签署、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
统发行安装、税收优惠事项备案等试
点准备工作。需使用增值税发票管
理新系统且尚未换发载有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营业执照的企业和农民专
业合作社（已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新
系统的除外），在向国税机关反馈《营
改增纳税人调查核实确认表》后，请

抓紧时间到工商部门换发载有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务必携
带：1．
《换发新版营业执照/备案工商
联络员申请书》，2．
《指定代表或者共
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3.所有
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和组织
机 构 代 码 证 原 件 ，4. 其 他 相 关 材
料）。营改增纳税人请及时与主管国
税机关取得联系，积极参加各地主管
国税机关组织的辅导培训，及时了解
掌握试点的相关政策，提前做好财务

核算、发票领用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到目前为止，建筑业、房地产业、
金融业、生活服务业中尚未向国税机
关报送《营改增纳税人调查核实确认
表》的企事业单位，为了不影响 5 月 1
日后的经营活动，请务必抓紧时间于
4 月 16 日前向当地国税机关办税服
务厅报送。如果邮寄员已向您约投
了《营改增纳税人调查核实确认表》
的，请迅速向邮寄员反馈，也可以直
接向当地国税机关办税服务厅报送。

有关营改增的政策文件，纳税人
可登录省国家税务局网站(http://
www.jsgs.gov.cn)“ 营 改 增 工 作 专
栏”进行查询。执行过程中如有疑
问，可与当地主管国税机关联系，也
可拨打全省 12366 咨询服务热线联
系。同时，欢迎纳税人对我们的工作
提出宝贵建议，感谢您的支持与配
合！
泰州市国家税务局
2016 年 4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