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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融合教育以随班就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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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事业
发展指数稳步上升

报告基于《中国残疾人事业
统计年鉴》和《中国残疾人事业
发展报告》相关数据，从残疾人
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扶
贫、无障碍、维权、大数据、国际
交流和文化体育等方面全面描
述了中国残疾人事业总体发展
状况。

报告指出，2008 年至 2018
年的十年间，中国残疾人指数取
得长足发展，我国残疾人事业发
展指数由 2008 年的 44.9%提升
到 2018 年的 71.5%，十年间提高
26.6 个百分点，呈现稳步上升发
展态势。

我国残疾人生存保障指数
由 2008 年 40.4%提升到 2018 年
的 75.9%，提升 35.5 个百分点，残
疾人生存保障水平十年间有了
较大幅度地提升；我国残疾人发
展提升指数由 2008 年的 53.4%
提升到 2018 年的 65.3%， 提升
11.9 个百分点，还处于相对较低
的水平；我国残疾人服务支撑指
数由 2005 年的 40.7%提升到
2018 年的 72.3%，提高 31.6 个百
分点，十年间提升的幅度较大。

2015 年以来，中国残疾人事
业保持较快发展， 平衡发展指
数稳步上升。 2018 年总体平衡
发展指数为 51.97， 比 2015 年
上升 3.68 个百分点， 提升幅度
趋于平缓。

融合教育
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

报告指出，中国义务教育阶

段融合教育经历了初步探索期
（1986-1993 年）、 快速发展期
（1994-2013 年） 和质量转型期
（2014 年至今），目前融合教育已
经形成了特教班就读和随班就
读两种安置形式并存、多个残疾
类别兼顾、义务教育阶段全程融
合的多元化发展格局，融合教育
成为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
育的优先选择。

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1994 年之前特校的招生数和在
校生数远远高于融合教育招生
数和在校生数，1995 年以来融合
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数超过了
特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并且这
种差异一直保持至今。截至 2018
年底， 融合教育的招生数为
60123 人，特校为 49927 人，融合
教育招生数约是特校的 1.20 倍；
融合教育在校生数为 332384 人，
特校为 271519 人，融合教育在校
生数约是特校的 1.22 倍。

随班就读
是融合教育的主要形式

近四十年来，中国残疾人融
合教育坚持扎根中国大地，结合
中国实际进行积极探索，逐步形
成以随班就读为主要践行模式，
历经萌芽期、 发展期和转型期，
目前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以义
务教育为重点任务，在残疾人入
学率、残疾类型、随班就读质量、
随班就读支持保障等各方面都
有重大突破。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7-2020 年）》 提出提高残疾
儿童义务教育普及水平， 需要

“通过特殊教育学校就读、 普通
学校就读、特教班就读、送教上

门等多种方式”，要求“落实‘一
人一案’，做好教育安置”。 这一
措施明确了当前特殊教育的四
种安置形式，其中，普通学校就
读（随班就读）和特教班就读是
义务教育阶段融合教育的两种
安置形式。 但是两种安置形式之
间，数量差距很大。

截至 2018 年底，随班就读招
生数是59600 人， 特教班是 523
人，随班就读招生数是特教班的
113.96 倍； 随班就读在校生数
是 329068 人， 特教班是 3316
人，随班就读在校生数是特教
班的 99.24 倍。义务教育阶段融
合教育中， 随班就读占据相对
优势，发挥着主要作用；特教班
占据辅助地位，起补充作用。 随
班就读成为义务教育阶段开展
融合教育的主要形式和强有力
的支撑。

招生数最多的是智障儿童

2017 年修订的《残疾人保障
法》中将残疾人的类别划分为视
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
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
重残疾和其他残疾。 同年修订的
《残疾人教育条例》 明确以融合
教育方式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
儿童少年为“适龄、能够适应普
通学校学习生活、 接受普通教
育”和“能够接受普通教育，但
是学习生活需要特别支持”两
类， 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儿童
少年不受残疾类别的限制，均
有机会以融合教育方式接受义
务教育。

从义务教育阶段融合教育
发展过程来看 ， 初步探索期
（1986-1993 年）融合教育对象主

要指视障、 听障和智障儿童；快
速发展期（1994-2013 年）融合教
育对象主要指视障、听障、智障
和其他儿童，没有明确提及其他
障碍儿童的具体类别；质量转型
期（2014 年至今）融合教育对象
包括了视障、听障、智障和其他
障碍儿童，其他障碍儿童指的是
言语障碍、肢体障碍、精神障碍
和多重障碍，当前义务教育阶段
融合教育中的残疾儿童少年类
别不断增加。

在各类残疾儿童少年中 ,长
期以来招生数最多的是智障儿
童。 截至 2018 年底智障儿童招
生数为 19733 人， 听障儿童为
5273 人，视障儿童为 6746 人，言
语障碍为 3171 人， 肢体障碍为
19416 人， 精神障碍为 2066 人，
多重障碍为 3195 人。

高等融合教育
以普通高校为主体

报告指出，中国高等教育阶
段融合教育发展经历了初步探
索、从少到多、追求质量三个阶
段。 在政策、招生规模、办学模式
和支持体系方面都取得了巨大
的成绩，初步形成“残疾人高等
教育学院为骨干，以普通高校为
主体，成人高等教育和远程教育
等方式为辅”高等融合教育发展
格局。

中国高等教育阶段融合教
育发展现状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政策不断完善。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中国政府从
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
三个方面出台了近 20 个法律政
策以及文件来确保残疾人高等
融合教育的顺利推进。 特别在保

障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
权利方面，政策力度较大。 在国
家出台政策文件的同时， 各地
方政府也根据当地残疾人高等
融合教育发展的需要， 出台促
进高等融合教育发展的地方政
策文件。

第二，招生规模扩大。 首先
是招生人数上，近六年来残疾学
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断增
加， 共有超 7 万名残疾学生在
普通高等院校和高等特殊教育
学院就读， 而且这其中大多数
学生主要进入了普通高校学习。
其次是招生层次以专、本科为主
向更高层次发展。 从 2016-2018
年的数据来看， 专科和本科生
每年总体占比均在 98.50%以
上， 但是研究生层次招生数也
在逐年增加。

第三，办学模式多元化。 为
最大限度满足残疾学生接受高
等教育的需求，通过多元化办学
模式最大化利用现有资源，实现
不同程度的融合。 目前主要有完
全融合模式，即残疾考生参加普
通高校全国统一考试后随班就
读。 部分融合模式招收对象主要
是参加高校单考单招的残疾考
生在普通高校中以小规模形式
集中办学，包括在专门为残疾人
开办的附属于某一高等院校的
专业就读，或在专门为残疾人设
立的特殊教育院系就读。 混合模
式将上述两种模式相结合，通过
不同学习阶段使用不同的融合
模式来更好地保障残疾学生的
教育权利。 如天津理工大学聋人
学院是以听障生隔离模式为主，
在辅修第二学位的时候伴随完
全融合的模式。

第四， 支持体系横向多面
化。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
阶段融合教育的不断发展，支持
体系也得到了更加多面化的建
设。 2017 年中国残联和教育部在
全国选取六所高校，开展高等融
合教育支持体系建设试点。 各个
高校都在物质环境无障碍和无
障碍信息和交流方面开始做出
尝试和改革。 同时开始建立融合
教育资源中心，为残疾学生提供
学业支持。 从同伴接纳、校园文
化两个方面，为残疾学生提供心
理支持。 同时积极开展就业支
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残疾大学
生就业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保障
性文件， 如残疾个体可获得就
业、创业资金补助，企业吸纳残
疾大学生就业可获补贴等。 各地
也举行了不同规模、多场次的残
疾大学生招聘会，扩大了残疾大
学生的就业规模，提升了就业岗
位的层次和匹配度。

同时报告还针对高等融合
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
议：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扩大
招生规模，提升办学质量；完善
支持体系， 实现全方位支持；促
进残障学生社会融合的发展。

（张熙/整理）

� � 日前，‘《残疾人蓝皮书（2020）》发布暨融合教育高质
量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残疾人蓝皮书：中国残

疾人事业发展报告 （2020）》 正式发布。 本册蓝皮书报告了
2019 年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状况，并根据我国特殊教育发展
现实，以融合教育为主题，对我国融合教育现状和问题进行
了系统总结和深入分析。

全书主要包括‘总报告’、‘分报告’、‘支持保障篇’和‘实
践篇’ 四个部分。 ‘总报告’ 中 《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报告
（2020）》呈现了 2019 年中国残疾人事业总体发展状况，计算
了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指数和平衡指数，并进行了省际比较
和动态分析，对于更加全面地把握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动态
和预测发展趋势，提供了可靠的分析。

‘总报告 ’中《中国残疾人融合教育发展报告 （2020）》对
我国融合教育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描述了中国融合教
育发展现状， 深入分析我国融合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有效的对策和建议。

4 篇‘分报告’分别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
等教育四个不同学段报告融合教育的发展动态， 在此基础
上，分析我国融合教育各学段的发展状况、存在问题，提出发
展对策。 ‘支持保障篇’从内在体系构建和外部环境支持这两
个对融合教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因素进行研究，为我
国融合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实践篇’分别
介绍了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四川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融合教育的发展和实践，为
我国融合教育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