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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只是看照片的话， 就读于
北京市某中学初一年级

的轩轩与其他孩子并没有差异。
轩轩的爸爸杭一鸣 （化名 ）

甚至告诉记者，自己儿子的智商
高达 129，理工科成绩优异，对交
通格外感兴趣。

但这些都不是轩轩能够融入
正常教学活动———也就是融合教
育的“加分项”。 因为患有阿斯伯
格综合征（孤独症谱系的一种，简
称 AS），轩轩常常不听指令，做出
一些违反课堂纪律的行为。 父母
都是上班族，轩轩只好在家上课，
重回传统的特殊教育模式———在
“正常”与“特殊”之间有着严格界
限的“隔离式教育”。

教育部发布的《2019 年全国
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
2019 年，我国共有特殊教育在校
生 79.46 万人，其中，39 万余人随
班就读。

有网友这样形容普校融合
教育的推行现状 ：“似乎是看得
见的曙光 ， 却又是摸不着的未
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要真正
实现“融而合”教育的理想状态，
相关部门还需建立多方支持体
系，为轩轩这样的孩子提供人际
关系场所，提供正确的行为模仿
榜样，逐步打破隔阂。

一波三折的求学路

自轩轩 3 岁被诊断为“疑似
AS”后，杭一鸣就为儿子的读书
问题操碎了心。

据轩轩的家人观察，10 多年
前，医生、教师对 AS 的认知水平
有限，只是将一些孤独症孩子聚
集在一起开展教学活动，轩轩症
状较轻，反而容易受到其他孩子
的影响。

入读普通学校后，轩轩时不
时地“出乱子”，老师也多次向家
人反映，孩子太难管，需要陪读。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针对轩
轩的教育问题， 学校又尝试了一
种“折中”方案：孩子每周去学校
两天，由主要科目老师集中授课，
其余时间在家自学。 轩轩的姥姥
姥爷是老中专生， 基本能配合老
师辅导功课。 他的成绩保持在中
上水平，但社会性发展有所欠缺。

轩轩身上的教育难题并非
个案。 网友“大狼”组建了一个关
于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线上讨论
群。 作为一名成年 AS 患者，大狼
告诉记者， 青少年时期，AS 特质
的孩子会有情绪不稳定， 多动、
抽动、强迫等表现。 例如，最简单
的写字，很多孩子就会因为下笔
轻重、笔不顺手、力度多少、起笔
思路等“卡住”做不好。

点点滴滴的小问题层出不
穷，成为横亘在家长、老师面前
难以跨越的一道鸿沟。“因为他
们是普通人的思维方式， 但 AS
的算法显然不同。 ”大狼说，家长
和老师的认识、精力有限，最多
只能保证孩子随班跟读。

不止阿斯伯格综合征，其他

特殊儿童家庭同样都在为孩子
的教育问题感到头疼。

一位 80 后母亲告诉记者，
自己的儿子既有多动症、又有自
闭症。 她曾抱着侥幸的心理给孩
子报名了普通幼儿园，觉得孩子
处于两个极端， 不容易被察觉。
然而， 直到幼儿园的毕业典礼，
她才在不经意间看到，不少孩子
推搡自己的儿子， 还骂他小笨
蛋。 过去，孩子却因为表达能力
的欠缺，一直没有反映过相关问
题。 为了不让孩子再承受这种压
力，她最终联系了辅读学校。

先天不足的“软硬件”

除了对特殊儿童缺乏了解
等主观原因外，“起步晚、 底子
薄、欠账多”的客观现实同样是
制约融合教育取得长足发展的
重要原因。

一位西部地区的村小校长表
示，由于办学条件有限，他们只能
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去教育特殊
孩子，但譬如遇到一些聋哑儿童、
盲童， 学校便没办法为这些孩子
提供更加专业的指导。“没有对口
老师、没有专用教材，也不能提供
康复训练或者特长教育。 ”

一位中部地区重点实验小
学的校长也说，“自己很惭愧”，
因为学校没有充分的资源和支
持系统，自己的任期内还没有接
收过特殊儿童。

刘乐所在的福兴小学，目前
有 15 名残障学生随班就读，类
型和病状比较复杂。 为架起特殊
教育和普通教育沟通的桥梁，该
校特意开设了资源教室，划分出
家长接待区、档案管理区、感觉

康复区等多个功能区，软硬件配
备相对齐全。

但这名科班出身的 90 后特
教老师认为，普通学校能为特殊
儿童提供的额外的支持性服务
和各类资源仍然存在欠缺。 她
说，福兴小学资源教室有两名专
职老师， 负责给 15 个残障学生
上感觉统合课、 语言训练康复
课、生活适应课。“每个学生每周
至少安排一节课，这样的课时量
对孩子来说远远不够。 ”

作为甘肃省融合教育“样
本”，甘肃省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幼
儿园也存在办学经费吃紧、 人才
流失等问题。 中心幼儿园负责人
王元芬告诉记者，由于编制限制，
该园专业教师流失较为严重，往
往是刚刚培养好一个既具备学前
教育背景、 又具备康复医疗相关
任职资格的教师， 他们就会因为
身份、收入等原因选择离职。

王元芬还说，幼小衔接阶段，
孩子们的听力环境会发生改变，
周围的噪音变多， 加之孩子们自
我意识萌发， 在新环境中不被待
见， 而及时的心理辅导又有所欠
缺，难免会产生“回炉”现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专业
人士指出： 当前国内只有 60 多
所高等院校设有特殊教育专业，
且开设时间相对较晚，大多处于
摸索、模仿、借鉴阶段，既不利于
特教队伍专、精、深建设，也不能
适应当下“普校成为融合教育主
战场”的时代背景。

逐步探索实现“融而合”

如何化解这些问题？ 国内外
研究者普遍认为，必须要有强有

力的支持系统从多个方面为融
合教育提供充足资源。

作为牵头部门，教育部先后
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
国教育现代化 2035》《“十三五”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等纲领性文件作出解读，并印发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7-2020 年）》《关于加强残疾
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
读工作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确
定了“随班就读”“普校优先”大
方向，提出“一人一案”“一地一
案”等具体措施。

很多普通学校和普通学校
的教师也争取在能力范围内，探
索出“融而合”的理想模式。

甘肃省灵台县宁子小学是一
所村级完全小学，目前，该校 34
名学生中（含 6 名幼儿园学生），
有两名特殊儿童小娟、 小斌就读
于二年级，为了让他们融入集体，
学校专门选派有着 12 年教龄的
茹杰担任班主任， 每周两次的例
会上， 老师们也会在“一生一规
划”的表格中，针对小娟、小斌近
期的成长状况，写下引导措施。

而学校在制定各项管理制度
时，也多了一些“人情味儿”，在日
常考核以及一些常规检查中，设
定了个性化的教育计划， 对孩子
的评价内容也更加多元。 小娟行
动不便，父母有些不放心，学校便
同意家长陪读。小斌学习吃力，老
师就将教学目标定为“提升语言
表达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学会遵守社会规则”。

在随班就读一年后，小娟有了
不小的进步。即便她患有脑瘫并伴
有肢体残疾，写字很慢，写得也“七
扭八拐”，但她每天都会一笔一画，
认认真真完成所有科目的作业。课
间休息时，她也会在老师和同学的
帮助下，去操场锻炼身体，“刚开始
不让人扶只能走一两步，现在已经
能连续走 5步了”。

妈妈范风玲觉得，女儿性格
变得开朗了。

工作 3 年多来，刘乐同样为
特殊孩子付出大量心血。 初次接
触， 她会对学生的认知能力、语
言水平、 适应能力进行测试，然

后向家长询问孩子的病史、教育
史、治疗史和家庭情况，最后再
和任课老师了解残障学生的课
堂表现、学习能力等。 整个评估
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 随后，刘
乐便会依据每名学生的情况，进
行针对性的教育干预措施。

五年级的平平有听力障碍，
平时都是依靠佩戴助听器来获
取外界的声音。 此外，由于听不
清， 平平的发音也存在问题，这
导致平平在班级里一直都是“隐
形人”的角色，几乎很少和同学
交流、玩耍。

于是，在发音构音训练课程
结束后，刘乐便会给平平安排一
些传递信息的“小任务”。 有一
次，她让平平告诉一名三年级的
学生， 他的红领巾落在了办公
室。 平平在手上写下了对方的名
字、班级等信息，做了充分准备。
后来，单靠对话，这名三年级的
同学就明白了平平的意思。 这大
大增加了平平的信心。

从不敢说话，到辅助肢体语
言、文字表达，再到通过嘴巴表
达想法，渐渐地，平平愿意主动
开口和班里同学交流。

更让刘乐感到高兴的是，一些
普通孩子也在与特殊孩子交往过
程中有了更加包容的眼光。听障孩
子英语考了年级第一，同班同学会
更努力地学习，或者主动为一些有
特殊需求孩子提供帮助。

提供平等交流的环境

“他们缺的就是一个平等交
流的机会。 ”甘肃省听力语言康
复中心幼儿园负责人王元芬说，
融合教育正是教育公平真正落
地的地方，会帮助特殊儿童在心
理上产生一种自信，觉得社会是
包容自己的。

2016 年 9 月，甘肃省听力语
言康复中心幼儿园开园，旨在帮
助听障儿童在接受康复训练的
同时与健全小伙伴一起上学。 为
了精准服务每位特殊孩子的需
求，该园不仅对教室、单训室的
环境做了声学处理，还会有听力
师每天进班去观测孩子的听力
状况，对孩子的设备进行调试维
护，并持续推进康复工作，对特
殊孩子进行个别化训练。

王元芬表示， 经过融合，主
流的行为习惯会引导特殊孩子
做出改变，不少已经毕业升入普
通小学的孩子也能较好适应学
校环境。

在面向普通学校教师的培
训中，王元芬会格外强调特殊儿
童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号召每个
教育阶段的老师多去关注特殊
孩子的心理状态， 发现问题后，
及时和孩子本人及其家长沟通，
将一些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融合，在满足特殊孩子社会支
持需要、带来平等、尊重的同时，也
让教育体系结构与教育实践变得
更具弹性、合作性与接纳性。

（据《中国青年报》）

融合教育突围：

让特殊儿童看得见曙光，摸得着未来

� � 11 月 9 日 ，在
贵州省遵义市凤冈
县特殊 教 育 学校 ，
老师带领学生们在
操场做游戏

� � 11 月 9 日 ，在
贵州省遵义市凤冈
县特殊教育学校拍
摄的学生们制作的
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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