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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心怡

近七成网友表示不了解全纳教育
2016 年末， 北京市某小学校

门口发生了一起家长抗议事件，
多位家长拉横幅、喊口号，并联名
签署意见书， 要求该校一名自闭
症儿童退学。 事件经媒体报道后
迅速发酵， 特殊儿童在普通学校

“随班就读”的问题再次引发公众
热议。

全纳教育 (Inclusive Educa－
tion)，又译为“融合教育”，是 20 世
纪 90 年代初期国际特殊教育领
域出现的一种新思想和做法。
1994 年 6 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召开“世界特殊教育大会”通过的
《萨拉曼卡宣言》， 提出的主要内
容是： 教育要满足所有儿童的需
要， 为普通儿童设立的教育机构
亦应接收所在地区的各类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儿童， 并为其提供适
应其需要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
活动；在一切可能情况下，所有儿
童应一起学习， 而不论他们有无
或有何种困难和差异。

去年 8 月，国务院印发《“十
三五” 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
纲要》，强调要继续贯彻实施《残
疾人教育条例》，依法保障残疾人
受教育权利。《纲要》特别指出，要
“大力推行融合教育，建立随班就
读支持保障体系， 在残疾学生较
多的学校建立特殊教育资源教
室， 提高普通学校接收残疾学生

的能力， 不断扩大融合教育规
模”。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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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全纳教育， 中国教育学
会特殊教育分会秘书长许家成教
授曾指出：“目前， 我国仍有大量
适龄残障儿童的义务教育质量诉
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 残障儿
童受教育状况有待进一步改善。 ”

2014 年，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度，全
国 6 至 14 岁残疾儿童接受义务
教育的比例为 72.7%”， 这一数据
远低于普通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
率（接近 100%）。 另据相关统计数
据，在我国入学的残障儿童中，约
有 50%的残障儿童在特殊教育学
校就读，约有 50%在普通学校随班
就读， 另有小部分在普通学校特
教班就读。

此外， 许家成教授还表示：
“全纳教育是有利于每一个孩子
潜能发展的教育理念。 ”

然而， 也有部分人认为在全
纳教育中， 残障儿童无法控制自
己的情绪， 容易影响其他同学正
常学习或对他人造成伤害。

就此话题，《公益时报》 联合

凤凰公益、问卷网推出本期“益调
查”———全纳教育你们怎么看？ 调
查自 2017 年 2 月 17 日开始，调查
结果显示， 公众对于全纳教育的
认知程度，大部分停留在不知道、
不了解的程度。

仅有 27.4%的网友表示了解
全纳教育， 并且身边的朋友或自
己有参与其中；53.6%的网友表示
听说过全纳教育， 但不了解其意
义；还有 19%的网友则表示自己对
此完全不了解。

对于如何看待全纳教育，
70.9%的网友认为残障儿童与正常
儿童一起学习，可缓解残障儿童的
病情，同时，正常儿童可以学习到
如何关爱、帮助他人；29.1%的网友
认为残障儿童无法控制自己的情
绪， 容易影响其他同学正常学习，
同时，容易对其他同学造成伤害。

对于如何更好地实现全纳教
育，58.2%的网友表示，应该在师资
方面做到及时配备专业师资队
伍， 对于情绪波动较大的残障儿
童， 应配备专业教师随班陪同其
就读，随时关注并调节其情绪，直
至其状态好转， 以及在固定的时
间对其进行个别化辅导；33.2%的
网友认为， 学校方面应设置面向
残障儿童的资源教室， 以及面向
行动不便的残障儿童的特殊通
道，保证其正常学习与生活。

网友留言：

区庄老汉： 残障人士融入
社会的前提是融入教育， 这首
先需要社会对他们的关爱 ，同
时残障人士自身也要自重 、自
爱、自强！

好大一棵白菜 ： 关注残障
儿童不仅出于人道和尊严 ，更
是减轻社会负担。 在科技发达
的今天， 残障与否已经不那么
重要了。

锵才锵才锵锵才 ： 我觉得
出发点是好的，但操作有难度，
身体残障还好， 智力残障的孩
子多有暴力倾向， 控制不了自
己的行为， 在学校里伤害了同
学要怎么处理？

Lpz 彭：希望全纳教育能够
真正意义上运用到我国教育
中， 让各类残障儿童能够和普
通孩子一样接受平等教育。

1、你了解全纳教育吗？
A、 身边的朋友或自己有参与其中；
27.4%
B、 听说过全纳教育， 但不了解其意
义；53.6%
C、完全不了解。 19%

2、你如何看待全纳教育？
A、可缓解残障儿童的病情，正常儿童
可以学习到如何关爱、 帮助他人；
70.9%
B、残障儿童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容
易影响其他同学学习， 甚至造成伤
害。 29.1%

3、你认为如何更好地实现全纳教育？
A、应及时配备专业师资队伍，应配备
专业教师随班陪同其就读，进行个别
化辅导；58.2%
B、应设置面向残障儿童的资源教室，
以及面向行动不便的残障儿童的特
殊通道；33.2%
C、应平等看待任何儿童，不应以家长
的想法左右孩子。 8.6%

港澳侨捐助福建公益已超
268亿元

据中新社消息， 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披露
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已累
计为福建省公益事业捐赠超过 268.5 亿元。 根据统计
分析，教育文化领域仍是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为福建捐
资的“重头”。

点评： 海外侨胞一直是我国公益事业最重要的推
动力量之一， 用好他们捐赠的善款是我国公益人应尽
的义务。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5年投资收益 1.4亿元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5 年年报显示，通过
投资，南大教发基金 2015 年一年收益了 1.4 亿元。是当
年捐赠收入的近 3 倍，也远超 2014 年 5463.8 万元的投
资收益。

其中股票基金投资收益达到 9983.88 万元，这一数
字在 2014 年仅为 45.22 万元。理财、贷款收益分别达到
了 3119.6 万元、942.29 万元。

点评： 资金如何增值保值一直是基金会财务管理
的难题，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成果值得认真分
析借鉴。

美巡赛去年捐款总数达 1.66
亿美元

据新浪体育消息， 美巡赛 2016 年捐款总数达到
1.66 亿美元，创下了单年善款新纪录。这一数字将美巡
赛的总捐款数推高到了 24.6 亿美元。 美巡赛的第一笔
捐款来自 1938 年棕榈滩邀请赛的一万美元，2005 年达
到 10 亿美元，2014 年 1 月达到 20 亿美元。

点评：球迷、赛事、球员、赞助商、志愿者联合在一
起，让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约 10亿部旧手机闲置待回收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2016 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

量 5.6 亿部。 业界预测，未来几年中国每年更新的手机
数量可能会达到 4 亿至 5 亿部， 加上前些年沉淀的约
10 亿部废旧手机，如何对这些废旧手机进行回收处理
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热点问题。

点评 ： 智能手机部件中含有重金属等有毒有害
物质 ，如处置不当或随意抛弃 ，其所含的重金属等物
质会进入土壤和地下水 ， 严重威胁生态环境和人体
健康 。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2月 13日 大连富生制药有限公司 1000万元抗癌产品 医疗卫生 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

2017年 2月 14日 碧桂园集团 1亿元 设立惠妍教育助学基金 顺德慈善会

2017年 2月 18日 宏益华集团 100万元 慈善事业 厦门市光彩事业促进会

(2017 年 2 月 13 日至 2017 年 2 月 19 日)
（制表：王勇）

“我们将留下双眼看世界，用无限的光明延续
有限的生命……让更多的人了解死后捐献眼角膜
是件很美好的事， 为了那些在医院里焦急盼望得
到一片眼角膜就能走出黑暗的患者们……”这段文
字来自 70 岁的老人韩莹， 她和 80 岁的爱人一起，
刚刚成为角膜捐献志愿者。 韩莹表示：“这作为我
们俩的情人节礼物，多么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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