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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新闻

特殊儿童“普校就读”的实践
全纳教育成都试点探访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2017 年 1 月 11 日， 国务院
常务会议通过了《残疾人教育条
例（修订草案）》。 提出“推广融合
教育，保障残疾人进入普通幼儿
园、学校接受教育”。“融合教育”
再次成为业内探讨的话题。 怎样
将残障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
起来，需要政府、学校及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

而在许多地方， 由教育部门
或公益机构开展的融合教育试点
已经展开。2016年的最后几天里，
记者随救助儿童会前往成都，探
访其与成都市武侯区合作开展的
全纳（融合）教育实践情况。

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
tion）， 主张的是一种没有分类、
没有排斥、 没有歧视的教育理
念。 早在 1988 年，救助儿童会就
与安徽省教育厅合作开展了一
体化教育项目试点，经过多年探
索，在教师培训、教材开发、政策
倡导、公众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
富经验，当下的成都市武侯区全
纳教育项目则提供了一个较为
成熟的实践范本。

共同成长的新朋辈关系

上午 10 点钟， 正是成都市
武侯科技园小学的课间操时间，
全校的孩子从教室涌向操场，可
儿也在几个小伙伴和外公的陪
伴下，自己手扶着栏杆一步步走
下楼梯，参与到课间活动中。

今年 9 岁的可儿，是武侯科
技园小学里就读的特殊儿童之
一。 因中度脑瘫造成二级肢体残
疾，可儿此前在武侯区特殊教育
学校学习。 2014 年 9 月，经过评
估， 可儿可以适应普校生活，从
武侯特校转至武侯科技园小学
（救助儿童会全纳教育项目学
校）就读。

为了可儿转学，武侯资源中
心准备好了可儿的基本情况、训
练计划书等资料，并在开学第一
周跟班指导；科技园小学选了热
爱全纳教育的爱心教师作为可
儿的班主任， 并且该班语文、数
学、英语三科老师都是参加了全
纳培训的骨干教师；班主任提前
告知班上孩子可儿的特殊需求，
在班中营造了尊重、接纳、帮助、
快乐的氛围；资源教师根据中心
的计划书，每周给可儿两次训练
（学业补救、肌肉训练）；外公在

学校陪读，主要负责孩子的课间
活动安全，每日坚持走、爬、蹲等
身体平衡训练、周末坚持去机构
康复训练。 为了方便可儿和其他
残障儿童的日常需要，学校设置
了电梯和无障碍卫生间。

可儿的加入， 让班级的气氛
更加融洽，朋辈关系更加平等、学
习方法更加多样。 在可儿周围聚
集了很多关心、帮助她的同学，可
儿让同学们看到了不同的人生。

为了更好地促进有特殊教育
需求儿童和其他儿童的融合，救
助儿童会与学校共同开展了小记
者团活动， 几位特殊教育需求学
生也参与其中。 去年 11 月 30 日
是武侯科技园小学游园会活动
日，小记者们接到了采访任务。可
儿除了跟小组成员一起拍照，还
参加了投球游戏， 开心地拿到奖
券去兑换奖品。

游园会的前一天，前来探访
的记者们和小记者团进行了相
互交流学习，可儿和小伙伴儿们
的热情、好奇、认真给我们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小记者团的萱萱
是可儿班级的大队委，在学校里
常常帮助可儿。 她说：“可儿遇到
困难的时候会哭， 我们要安慰
她”，“可儿很单纯， 有时候我们
遇到问题，也会想如果是可儿会
怎么想，她是我们的阳光。 ”

在小记者交流间隙，记者跟
萱萱聊天，问她“你觉得可儿长
大以后会怎么样？ ”， 她想了想
说：“我妈妈说过，她小的时候也
会取笑别的小朋友的缺点，但后
来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可儿长大
以后，大家也会好好对她。 ”这是
可儿朋友的愿望：希望所有人都
能够善意对待她的小伙伴。 我们

能够看得全纳教育的理念对孩
子们产生的正面影响，这个影响
便是以后特殊人群融入正常生
活最好的基础。

老师：只有爱心不行，
方法更重要

“我们学校有《残疾证》的孩
子就有 8 个，另外，平均每个班
上有 5 个左右明显有特殊需求
的孩子，特别需要专业的技术支
持。 在接受全纳教育培训之前，
老师们只能凭经验给予关爱，但
如何有效地从深层次解决问题，
老师们束手无策，心有余而力不
足，有些老师甚至会出现对这些
有异常行为的孩子们‘受不了’
的情况。 ”成都市太平小学语文
教师卿华说。

“从 2013 年起， 救助儿童会
在我们武侯区开展针对教师的
全纳教育培训，第一次参加培训
就懵了，‘筛查、评估、转介’，‘干
预反应模型、 正向行为支持、通
用学习设计、个别化教育计划’，
从教 20 年从来没有被这么多全
新的概念冲击过。 随着对全纳教
育认知的逐渐提升，我开始在学
生身上实践，并取得了明显的成
果。 我的学生晓宇，就是其中的
一位”。

2014 年， 晓宇读小学一年
级。 在接触之前，卿华就听说这
个孩子有些“不同”，她发现：晓
宇总是上课看漫画、下座位踢同
学、趴地上玩、钻课桌、不听讲，
卿华还经常收到来自其他同学
的抱怨，“晓宇总是打我们、不征
得同意就抢吃我们的饼干、还乱
拿我们的钱……”卿华邀请当地
资源中心的专家对晓宇的症状
进行了综合评估，最终印证了她
的初步判断，晓宇是个疑似高功
能自闭症（属于自闭症的高功能
人群）的孩子。

后来，卿华用学到的特殊教
育方法处理晓宇的问题行为：观
察晓宇的行为，跟踪记录，确定
行为发生的时间、 频率和后果。
经过多次观察和分析，她发现了
这些问题行为产生的共同因素，
那就是自我管理能力的缺乏和
交流表达障碍。

随后，卿华开始制定行为干
预计划，重点放在行为的事前管

理，减少诱发问题行为产生的因
素。 用文字卡片这种更温和的方
式对晓宇的问题行为进行提醒，
减少对他的刺激，同时，通过与
晓宇妈妈沟通，卿华得知晓宇喜
欢毛绒玩具，于是毛绒玩具就成
了正面回应他良好行为的奖励。
此外，卿华经常鼓励晓宇参加社
团活动，培养规则意识和沟通能
力，养成通过图画和文字等表达
自己的情绪和需要的习惯。

“在普通学校存在很多像晓
宇这样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
他们有些有情绪、 行为问题，有
些有学习障碍， 有些有社交沟通
障碍。作为老师，我们不仅需要爱
心，更需要方法。 不仅是晓宇，班
上其他几个特殊孩子也通过这种
行为干预方法， 身上大部分的问
题行为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其实，
与这些‘不同’孩子的相处，对于
班上其他同学来讲也是一种更丰
富的资源， 无形中教导着他们懂
爱心和更坚强。 ”卿华说。

构建完善的支持体系

每一所全纳教育项目学校
里，都设置有一间资源教室，由资
源教师专项负责。 资源教室既是
对特殊儿童进行辅导的场所，也
是所有学生游戏、学习的空间。

成都市武侯科技园小学、成
都市太平小学这样的全纳教育
项目学校背后，是全纳教育资源
中心的全方位支持。 全纳教育资
源中心依托当地特殊教育学校
的专业资源，为其辐射范围内的
每一所普通学校，提供专业的指
导与支持。 包括对全纳教育师资
进行专业指导和培训、对有特殊
教育需求的儿童开展教育评估、
制定个别化教育或支持计划，为
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家长提
供教育咨询服务，承担全纳教育
信息搜集与资源管理、决策咨询
与研究指导、教育教学与康复指
导等工作，建立全纳教育信息资
源库，为全纳教育工作者提供优
质教育资源，搭建学习交流平台
等各项工作内容。

以武侯区特殊教育资源中
心为例。 资源中心为每一个随班
就读的特殊学生建档、 跟踪管
理，目前全区已有 292 名学生在
资源中心建档。 资源中心负责人

蔡晓莉说，最近每年持证残疾儿
童的数量都有所增加，因为更多
家长开始正视孩子的问题，寻求
帮助，而不是回避。

一位接受培训的特殊儿童
家长这样说：“我可以正视现实
了， 以前不敢跟周围的人说，现
在也关注到别的有需要的家长。
耐心多了，也是因为了解了孩子
的情况， 我更科学地看这个问
题，没那么着急了。 我们在专业
人员的帮助下才可以这样做。 ”

武侯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
背后， 则链接着丰富的社会资
源：以社工为主要力量，链接政
府部门和社区，链接残联、民政、
妇联、共青团等组织，链接各类
助残机构、基金会项目，链接医
院、派出所等资源。 比如建立了
与华西医院等医疗康复机构的
绿色通道，武侯区的特需学生能
快速准确地得到诊断和治疗；与
救助儿童会、爱德基金会、成都
云公益、成都武侯区希望社会服
务中心等各类型公益组织建立
联系，并成立了三个“困境儿童
工作站”， 帮助学生和家长解决
教育以外的困难和需求。

像这样的全纳教育公益项
目，2009 年至 2015 年，救助儿童
会先后在四川、云南、新疆的多
个县市成功开展了两期。 第二期
项目结束后， 累计有 2022 名残
障儿童和 12404 名普通儿童从中
受益。 2016 年到 2018 年，救助儿
童会将继续携手合作伙伴开展
新一期全纳（融合）教育公益项
目，并通过多个维度推进项目的
实施，包括在项目学校继续开展
试点工作，面向师范类学生开设
全纳教育课程，推动地方和国家
层面的政策落实，消除公众对于
残障儿童的刻板印象等。

近日，救助儿童会与中国教
育学会签订合作备忘录，共同启
动战略合作项目，推动我国师范
类院校在全纳教育职前课程开
发及培训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培
养具备全纳教育意识和专业素
养的新生代教育工作者，为每一
位儿童（包括残障儿童和其他有
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接受有质
量的基础教育，提供专业的后备
师资力量保障。

（本文中所有学生姓名均为
化名，图片由救助儿童会提供）

中度脑瘫的可儿（背对镜头者）和同学卿华老师正在教室对一位残障儿童进行个别化辅导

特殊儿童和正常儿童一起在资源教室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