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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残疾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
泉州市教育局局长 郑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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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导读

福建泉州探索从学前到高中普特融合的特教发展之路

“带着特殊感情做特殊教育”
■本报记者 禹跃昆 龙超凡

特约通讯员 林贵福

近日， 福建省惠安县嘉惠中学500
余名学生来到泉州市盲聋哑学校， 参加
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 实践内容是陪伴
盲聋哑孩子学习和玩耍。“几乎每周都有
学生来我校参加社会实践。 这对盲聋哑
孩子的发展十分有帮助， 可促进他们与
正常人的交往，增强自信心，渐渐融入社
会。”泉州市盲聋哑学校校长蔡景灿说。

这是泉州市对特殊孩子给予特别照
顾的一个缩影。近几年来，泉州市以特殊
教育标准化学校评估验收为抓手， 加大
投入力度， 完善从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
普特融合、普职融通的特教体系，探索出
一条医教结合的特色发展之路。2012
年， 泉州市盲聋哑学校成为全省第一批
也是唯一一所通过福建省特殊教育标准
化学校评估验收的特殊教育学校， 特殊
教育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医教结合 开创低视力
教育新领域

“红色的光线向上去了， 白色的光
线向右去了。” 在泉州市盲聋哑学校光
觉训练室里， 记者看到， 低视力学生琪
琪的眼睛正盯着各种光线有序移动。 这
种光觉训练， 是在各种色彩灯光的刺激
下练习视觉技巧， 提高低视力儿童的手
眼协调能力。

蔡景灿说， 学校康复视功能训练
体系包括光觉训练、 追踪训练、 游戏
训练、 家教训练、 心理辅导、 低视力
教室等， 培养儿童的感觉、 知觉、 注
意、 记忆、 思维、 适应环境， 最后到
融入社会等不同阶段的能力。

关于学校医教结合的历史， 记者
在校史馆118周年的纪念材料中看到
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学校在2008年
和福建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建立合作关
系， 采取医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
加强对低视力学生医教康复和视觉功
能训练的探索与研究。 2010年创立了

低视力康复工作室， 这是国内第一个在
盲校设立的低视力康复研究室。2012年
泉州市低视力学校揭牌并正式招生，这是
福建省第一所低视力学校。学校建立电子
档案库，筛查、诊断和康复工作走在全国
前列，填补了我省低视力教育的空白。”

“2013年， 我们学校9名盲聋高中毕
业生参加全国特殊教育高考， 全被各大
高校录取， 其中8名学生被录到本科
段。” 副校长郭梅芳自豪地说。

“目前， 我市开展低视力教育康复医
教结合实验， 已被省教育厅推荐申报国
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实验项目。” 泉州

市教育局局长郑文伟说。

厚爱一层 加大对特教的
财政投入

2014年9月， 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
的200多名学生正式搬进了新校舍。 该
校旧址位于晋江青阳街道， 仅有一栋6
层综合楼， 教室颇为紧张， 更别提语音
训练室、 康复室等专用教室了。

晋江市委、市政府投资7000多万元，
择址重建。建设规模为36个教学班，可容
纳400名学生，教学楼、资源楼、体育馆、
办公楼、宿舍楼、食堂等主体建筑以及运
动场等其他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郑文伟说， 泉州市委、 市政府对特
教工作十分重视， 连续几年财政投入及
时到位， “政府对特教是‘厚爱一层’”。

目前， 泉州特殊教育学生生均公用
经费是普通学生生均经费的6倍， 有些
县 （市） 已经达到了8倍多。 按照刚刚
出台的泉州市特殊教育三年提升计划，
2014年—2016年， 特殊教育学校寄宿生
生活补助费在省级财政补助的基础上，
地方财政每年每生分别配套2000元、
2500元、 3000元 （按10个月计算）。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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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孩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同在一片蓝天下，他们渴望更多阳光和
温暖，需要特殊的关爱和教育。从事特殊教育事业的教师，付出了比普通
教师更多的汗水，为残疾儿童和他们的家庭送去希望，为社会和谐做出重
要贡献，是教育战线上最可爱、最可敬的人。我们对他们要高看一眼、厚爱
一层，再怎么关心也不为过。

近年来，泉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特殊教育，摆上政府工作的重要议
事日程，统筹规划特殊教育改革发展全局，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发展特殊教
育。自2012年起，全市特教学校所有在校生实行免费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按
普通学校的6倍安排。 重视特殊教育向学前教育和以职业教育为主的高中
教育“两头延伸”，创办特教辅读班，加强随班就读管理，注重“医教、康教结
合”，关注自闭症儿童。特殊教育办学条件不断改善，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水
平全面提升，残疾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育权利得到基本保障。

革教育 筲改 发展动态 /

河南五级联动培训教师
构建教师教育终身学习体系

本报讯 （记者 陈强） 河南省教育厅、 省发改
委、 省财政厅近日联合下发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实施
意见， 提出建立“国培”、 “省培”、 “市培”、
“县培” 和“校培” 五级联动机制， 构建以全员培
训为主要标志的、 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服务的教
师教育终身学习体系。

为创新教师教育模式， 河南省将积极推进教师
教育改革试点， 探索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改革
教师培养模式， 推进教师教育改革创新实验区建
设， 通过“双导师” 制、 “名师工作坊”、 社区教
育、 教师发展学校、 置换研修、 挂职交流、 联合开
展课题研究、 优质课程资源共建共享、 实践实习基
地建设等多种形式， 探索高校与地方政府、 中小学
（幼儿园、 中等职业学校）、 教科研部门及县级教师
培训机构协同创新、 联合培养教师、 联合培训教师
的新机制， 发挥好行业在培养“双师型” 教师中的
作用。

河南省要求，各高校要深入实施师范生培养“双
导师制”，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健全优秀中小学
教师与高校教师共同指导师范生教育实习、 见习机
制；承担教师教育类课程的中青年教师，应到中小学
从事至少一年的教学工作； 中小学一线优秀教师占
教师教育类课程教师的比例不少于20%。

62反思“坑爹榜”，别让家庭教育失联 校企合作， 政府该做啥不该做啥 中医药教学改革亟待“扶正祛邪” 10

扫描关注
《中国教育报》腾讯微博

济南推进一校一章程建设
青少年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陈敏） 近
日， 济南市教育局颁布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工作意
见， 要求建立科学民主教育决策机制， 制定市、 县
两级行政职权及责任清单， 推进“一校一章程” 建
设， 把青少年法治教育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在充分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基础上， 济南
市将以督导促规范， 充分发挥中小学责任督学作
用， 探索建立学校自评、 信息公开、 督学督导评
估的学校管理评价机制， 开展教育质量评估监测，
完善督导结果公开、 使用、 问责制度， 引导各类
学校 （幼儿园） 依法规范办学 （园） 行为。

济南市还将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推进“一
校一章程”， 开展学校规章制度诊断清理， 依法完
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学校须配备公职律师或法律
顾问， 建立专家论证、 师生参与、 合法性审查、 集
体讨论决定相结合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机制， 以教
职工代表大会、 家长委员会、 社会参与等主要形
式， 健全学校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新疆补贴南疆农村教师
最高标准将达到每月1800元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新疆日前提高南疆农
村教师生活补助， 将补助标准从过去的每月200元
提高至每月1500元至1800元， 以此增加农村学校
对教师的吸引力， 稳定教师队伍。

据介绍， 南疆地区不少农村教师虽在农村学校
任教， 但住在县城， 来回交通费用是笔不小的开
支， 生活费也给他们增加了不小的经济压力。 此
外， 为加强南疆地区教师队伍建设， 新疆决定设立
专项资金为南疆定向免费培养教师， 全额承担“定
向培养免费师范生计划” 费用， 包括在校期间的学
费、 教材费、 住宿费和实习费用等。 学生毕业后要
到定向地州所辖乡镇及以下中小学、 幼儿园就业并
工作5年以上。

同时， 新疆逐步增加高校赴南疆四地州实习支
教学生规模。 “自治区大学生实习支教计划” 赴各
地州基层学校开展实习支教保持每年1.2万名大学
生， 其中， 南疆四地州每年选派实习支教学生
5000名。

三分侠义气 一颗朴素心
———追忆“布鞋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小文

■本报1月11日综合报道

1月10日，被网友称为“布鞋院士”
的中科院院士、 北京师范大学遥感与地
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李小文因病在
北京逝世。

2014年，李小文院士身着素衣布鞋
作报告的照片爆红网络， 有网友称李小
文是现实版的“扫地僧”：“一个沉默、不
起眼的小角色， 却有着惊人天分和盖世
神功。”如今，斯人已去，有媒体发表悼文
称，“世间再无扫地僧”。

就在不久前的1月7日，李小文刚刚
获评“2014年感动师大人物”，但在颁奖
典礼上，人们并未见到他的身影。因为那
天，李小文正在进行手术。但当他的名字
出现在屏幕上时，现场掌声雷动。那天，
师大给了李小文这样的颁奖词：

当众声喧哗的网络将“布鞋院士”的
盛誉簇拥向你，你却独盼这热潮退却，安
静地做一辈子风轻云淡的“技术宅男”。
梦也科研，成就“20世纪80年代世界遥
感的三大贡献之一”的是你；酒里乾坤，
三杯两盏淡酒间与学生趣谈诗书武侠

的， 也是你。 还是那双布鞋———一点素
心，三分侠气，伴你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样的颁奖词将李小文的传奇人生
一层层剥开———

边学遥感边读小说
早年，李小文到美国留学。当时除了

学遥感，他干得最多的事就是读小说。
一次接受采访时，李小文回忆，学校

图书馆里专门有一层楼是中国、 日本等
东方国家的小说，“当时是第一次见到这
么多小说”。图书馆是开架式的，借多少
都没限制， 他就每次都提着旅行袋去借
书，一次借一袋。

他说， 当时最喜欢读金庸， 最喜欢
《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还觉得自己“在
性格上还是有点像令狐冲的”。

和他最喜欢的令狐冲一样， 李小文
喜欢喝酒，身上经常揣着酒壶。有媒体报
道，61岁时的他每天能喝一斤二锅头。
但近两年，因为肝硬化，他开始戒酒。

李小文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以前把
酒当粮食，后来喝酒伤了身体。李小文逝
世后， 他的学生在他常去的科学网博客

发文：恩师，一路走好。在天堂，您的身体
再也不会阻止您喝酒了。

挑战美国遥感权威
在科学研究方面， 李小文性格中的

“固执”和“不跟风”糅杂起来，是一种“不
盲从”的态度。他敢挑战美国遥感界的权
威声音，提出遥感观测中“热点效应”更
圆满的物理解释———1985年，一篇题为
《针叶林冠层的几何光学模型》的论文发
表在美国《IEEE地球科学与遥感汇刊》
上。 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就引起世界遥感
科学界的极大震动，被誉为“20世纪80
年代世界遥感的三大贡献之一”。该项研
究成果还标志着当前国际遥感基础研究
三大学派中“李—Strahler”几何光学学
派的诞生。当时他年仅38岁。

“怎么晚上11点就锁门”
“扫地僧”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学术

上的修炼和勤勉。
2005年，李小文在中科院遥感应用

研究所做所长，白天在研究所上班，晚上
回北师大做课题。

学院晚上11点关门，李小文经常忙
到很晚， 每次回来都要叫值班室帮忙开
门。 李小文去找系主任：“咱不是要办成
国际一流大学吗？你在美国时，看哪个国
际一流大学晚上11点钟就把门锁了？”
后来院里开会， 把钥匙分给了李小文一
把，再也不影响他忙到半夜了。

营养不良的院士
李小文曾接连承担两个大的国家项

目，作为其中的首席科学家，忙到2011
年，最终累得生病住进了医院。

对于这次住院， 北师大地理学与遥
感科学学院教授谢云觉得是李小文太不
关心自己。 李小文的两个女儿在国外读
书，妻子也在国外，他独自在家，没有严
格的作息规律，一天到晚吃点米粥、咸菜
就行。

在谢云印象里， 李小文此前还住过
一次院， 医生诊断结果是营养不良，“这
个年代了，院士还能得营养不良”。

“钱是非线性的”
李小文为科研呕心沥血， 但在物质

方面却要求得极少。
他有自己的一套金钱观， 认为钱的

作用在本质上是“非线性和非单调性”
的。 对比较贫困的青年学生来说， 很少
一点钱， 也许就能帮助他选择正确的人
生道路， 或是拯救一条生命， 产生比较
好的社会效益。

几年前， 李小文拿出李嘉诚基金会
奖励自己的钱， 在母校成都电子科技大
学设立了“李谦” 奖助学金。

李谦是李小文的长女。 她出生时家
里条件差， 营养不良， 出麻疹并发了肺
炎， 不到2岁就去世了。

对于这奖助学金， 李小文解释“自
己有口酒喝， 就感觉进了‘非线性区’，
没什么负担， 就捐了”。

自称“黄老邪”
同事和学生们回忆， 这么多年不管

冬夏， 李小文都穿布鞋， 甚至裤腿也会
挽起来。 据说李小文第一次到北师大地
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报到， 就因为这身
装束， 被门卫挡在了外面， 以为他是来
推销的农民。

2014年， 李小文因为这个形象爆红
网络。 “貌不惊人， 盖世神功” ———这
是网友认为李小文像 《天龙八部》 里

“扫地僧” 的理由。
面对外界给他贴上的各种标签，无论

是武功盖世的“扫地僧”，还是淡泊明志的
“五柳先生”，李小文不作争辩，但是也“不
赞同”。他说，“有些说法都太拔高了”。

李小文爱写博客， 在博客里， 他自
称“黄老邪”； 在北师大， 他和所有学生
都在一个QQ群里， 群的名字叫“桃花
岛”。 他经常在博客里发表对热点新闻的
看法， 也会在遥感专业领域“和某某人
掐一架”， 或摆个擂台分胜负。 而这个

“桃花岛”， 也成为了学生和同行答疑解
惑的平台。

而今， “岛主” 已去， 在李小文曾
经活跃的科学网上， 热门博文几乎全是
网友缅怀他的文章： “愿在天国继续把
酒言欢， 一点素心， 三分侠气， 伴你一
蓑烟雨任平生。” 恐怕李小文更希望看到
的， 是在他的“桃花岛” 上， 学生和同
行们在遥感江湖里继续快意驰骋吧！

（本报记者 唐琪 整理）

李 小 文 ，
1947年出生，四
川人。1968年毕
业于成都电讯工
程学院，1985年
在加利福尼亚大
学圣巴巴拉分校
获地理学硕士、博
士以及电子与计
算机工程硕士学
位。 中科院院士，
北师大资源与环
境学院教授。 专
长于遥感基础理
论研究， 是“李
-Strahler” 几何
光学学派的创始
人。

李小文院士身着素衣布鞋作报告。 （资料图片）

今日五版推出“人物/逝者”

黄济：鸿德济世做学问
庞朴：仁心朴厚成大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