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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阻断了特殊儿童上学路？
■ 本报记者 皮磊

� � “孩子 7 岁的时候，居委会
打电话来问了一下孩子有没有
上学，孩子没有上学，后来也没
有人再来问了。 ”

“虽然普通学校基本不会拒
绝孩子， 但是支持也不是很全
面。 有些学校还好，家长可以陪
读，但有些学校不太愿意提供便
利。 孩子因为没有专业人士指导
和家长的陪读，可能就会有很多
情绪和行为问题，随班就读的效
果和质量需要努力保障。 ”

……
3 月 1 日， 心智障碍者家长

组织联盟（以下简称家长联盟）
在北京发布了《适龄特殊儿童入
学、就学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的
研究报告（2018）》。

《报告》显示，学校不具备接
收特殊儿童（指因个体差异而有
各种不同的特殊教育需求的儿
童）的能力，缺乏特殊教育专业
师资、 课程教材和支持保障，国
家相关政策难以具体落实……
一系列现实问题给众多特殊儿
童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对现有教育体系而言也是一个
严峻的考验。

因此， 呼吁和倡导推进融
合教育、 完善融合教育支持体
系，已成为不少社会组织、全国
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关心
的事情。

2017 年 3 月，家长联盟举办
了“提升全纳教育的专业能力及
建设支持体系”全国两会代表委
员座谈会，有十名代表委员就此
向两会提交建议和提案。 2018 年
3 月，家长联盟起草了《关于完善
融合教育支持体系的建议》和
《关于提升教师融合教育素养的
建议》等两份提案，多位代表委
员协助提交全国两会。

记者了解到， 家长联盟的
上述努力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
积极回应：“教育部高度重视融
合教育工作， 会同相关部门加
大对各地开展随班就读、 推进
融合教育的指导和支持力度，
不断完善融合教育的支持保障
体系。 ”

今年两会前夕，家长联盟提
出的关于“加强残障儿童入学保
障机制，确保适龄残障儿童平等
接受义务教育”的建议，也得到
了数位代表委员的关注。 全国政
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
事长俞敏洪还将就此提交相关
提案。

特殊儿童受教育状况仍不
理想

小禾今年 10 岁， 自闭症。 8
岁时，父母带小禾到片区普通小
学报到，面试老师一看孩子跟普
通孩子不太一样，就建议家长去
申请特殊学校。 当地并没有专业
入学评估流程，小禾父母找到教
育局，教育局表示既然片区学校
不能接收，可以送教上门，一个
星期可以上两节课。

但小禾的父母觉得送教上
门的方式不适合小禾，因为小禾
只是有些情绪障碍，有时候会叫
喊几下，一周两节课对于小禾来
说远远不够，而且送教上门这种
教育方式会让小禾与外界隔绝，
更不利于小禾的康复和成长。 父
母还是希望小禾能够进入普通
学校，在有普通孩子伙伴的集体
环境里成长，毕竟孩子长大了也
需要融入社会。

他们内心觉得，如果能在普
通学校跟其他孩子一起接受融
合教育，才是最适合小禾成长的
教育方式。

于是，小禾的父母想办法送
小禾去了一所价格不菲的私立
小学。 然而在这所小学小禾也很
难适应和融入，半年后就只好主
动退学在家。 后来，小禾的父母
又找到一个私立托管中心，然而
托管中心也无法提供这个年龄
的孩子所需要的教育。 最后，小
禾的父母只好让孩子进入当地
的特殊学校读书。

事实上，像小禾这样的孩子
还有很多。

2017 年 5 月 1 日，新修订的
《残疾人教育条例》开始实施，条
例中明确了适龄残障儿童、少年
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同时明确
残障儿童优先接受普通教育的
权利。 但根据当年由家长联盟联
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
等科研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发起
的“适龄残障儿童入学状况调
查”， 适龄受访者义务教育在读
比例为 45%，2017 年申请入学成
功率仅为 69%。

影响特殊儿童入学的关键
问题

在此前调研的基础上，2018
年，家长联盟再次开展了针对特
殊儿童入学问题的调研活动，望

通过各地的案例和政策分析，最
终落实到如何完善政策措施上，
从而促进特殊儿童入学。

通过对多个特殊儿童案例
的分析，此次发布的报告发现了
以下几个影响特殊儿童上学的
关键环节：

首先，相关部门要全面登记
特殊儿童的信息和教育需求，并
做好持续跟进工作。 家长联盟调
研支持顾问何慧君表示，全面登
记所有特殊儿童的信息并核查
其入学状况，是保障特殊儿童获
得教育的首要条件。 其中提到的
特殊孩子，不仅仅包括持证的残
疾孩子， 还包括无证的残疾孩
子，以及有特殊教育需求的特殊
孩子等。

其次，要建立权威的专业评
估和仲裁机构，对特殊孩子的入
学能力进行客观评估，并对家庭
和学校在入学环节存在的争议
进行仲裁。

再次， 要加强普通学校的支
持保障体系。 因特殊孩子的残疾
类别、残疾程度不同，具有很强的
个体差异和多元化的教育需求，
需要无障碍的环境建设， 专门的
专业师资、课程教材和支持保障。

报告发现， 学校不能提供健
全的针对特殊儿童的支持保障措
施， 是导致部分特殊儿童入学后
因不适应甚至辍学的原因之一。

2016 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了《普通学校特殊教育资源教室
建设指南》的通知，其中提到资
源教室应配备适当资源教师。 此
举被认为是有效解决特殊儿童
教育需求的有力措施之一，但记
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在具体
落实层面存在很多现实困难，导
致一些好的政策并未真正发挥
应有的作用。

武汉爱特特殊儿童教育培
训中心负责人胡弘表示，虽然目
前教育部门在政策上对特殊儿
童有一定些支持，但具体落实情
况并不理想。“国家相关政策规
定， 这些特殊孩子可以随班就
读，学校也必须要接收，但他们
只能在户口所在地上学，没有择
校的权利。 此外，如果每一所学
校里都有特殊教育背景出身的

教师或懂得相关专业的人员，那
么他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为特
殊儿童安排课程，根据个体需求
制定教学方法，让孩子们能够更
好地融入进大环境中。 ”

此前，胡弘及其机构曾将尝
试将机构的特教教师送进学校，
对那些特殊孩子的行为进行观
察记录，然后对老师进行一定培
训，希望提高老师对于特殊儿童
教育的认识， 但效果并不理想。
她坦言， 作为一家社会机构，自
身的力量太弱了。“我们觉得特
殊教育机构可以更深入地进入
一些小学和幼儿园，但实际上除
非学校接收了这样的孩子或者
在这方面确实遇到了什么困难，
否则学校是不太愿意主动和我
们进行接触的，因为这会大大增
加他们的工作量。 ”

对此，专家表示，只有让特殊
儿童在普通学校得到必要的支持
和帮助， 才能切实保障特殊儿童
接受教育的权利。 这些支持包括
专业的特教师资配备、 专门的资
源教室、 接受过特教培训的普校
老师、 针对性的个别化教学计划
以及接纳包容的融合环境等。

多部门联动形成有效机制

我国于 2007 年签署的联合
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中，不仅提
出“残障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而且明确倡导融合（全纳）教育。
通过融合教育不仅能保障特殊儿
童的利益和发展需要， 还帮助他
们融入社会并为社会做出贡献。

近年来， 社会组织在倡导、
推动融合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且收到了显著的社会效
果。 同时，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声
也得到了相关部门关注，甚至逐
步影响了国家相关部门决策。

2018 年，教育部对“关于加
大融合教育师资培养力度的建
议”回复称，教育部高度重视融
合教育工作，会同相关部门加大
对各地开展随班就读、推进融合
教育的指导和支持力度，不断完
善融合教育的支持保障体系。

家长联盟理事长戴榕对
《公益时报》记者表示：“教育部

门对我们提出的建议进行了积
极的反馈， 他们觉得像我们这
样的社会组织能够获得来自家
长的真实声音， 这对教育部门
来说也是很好地了解更多情况
的通道。 教育部门肯定的态度
也让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希望去
做好这件事。 ”

不过，戴榕也谈到，就现状
而言特殊儿童上学路依然面临
着很多挑战和困难，比如地区差
异巨大、师资力量不足、相关政
策无法落地等。“但我们依然要
坚持倡导， 继续推动融合教育，
要让更多的人群接纳特殊儿童
这个群体， 让社会变得更加包
容，同时要让更多人理解我们需
要政策保障。 我们应该给予这些
孩子良好的教育，这样他们在未
来才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

因此，单纯依靠社会力量推
动特殊儿童教育问题并不现实，
政府也必须拿出实际行动。 2019
年两会前夕，基于上述调研报告
发现的问题，家长联盟采纳多方
意见，形成了“多部门携手加强
特殊儿童入学保障机制，确保适
龄特殊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的建议”， 将由全国政协委员俞
敏洪协助提交。

该建议提出，应该形成多部
门联动的有效机制，保障特殊儿
童入学更好接受义务教育：

第一，建议各地卫生计生部
门、残联、民政、教育等部门协同
建立“特殊儿童少年信息系统”，
同时开放家长登记端口，每年通
过这个系统进行入学登记和入
学核查；

第二，建议由各区县政府牵
头， 区县教育部门会同卫生、民
政、残联等部门建立残疾人教育
专家委员会，负责当年申请小学
和初中的所有特殊孩子的统一
入学评估和争议仲裁；

第三，建议各地编制、财政、
教育等部门，因地制宜，在普通
学校配备有效的特殊教育师资
资源，切实保障特殊儿童获得合
适的、有质量的义务教育，落实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努力让每个
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

武汉爱特特殊儿童教育培训中心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非洲鼓（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