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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谱系障碍 （简称自闭
症） 是一种以社会交往和沟通
障碍及重复刻板行为为主要特
征的广泛性发育障碍。作为一
个世界性难题，自闭症已经演
变成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探
索一条适合自闭症儿童的、系
统的教育干预路径，尤为迫切。

生态化模式成为教育
干预新动向

目前，自闭症的教育干预
逐渐从过去过分关注儿童内部
的缺陷与不足转为重视儿童个
体的优势与资源，从过去强调
儿童个体的单一改变转为个体
与环境的双向改变，从封闭、机
械的训练转为开放性的支持、生
态化的社会融合与生活适应能
力养成，用生态化的视角关注自
闭症儿童及其教育干预。

生态化模式下的自闭症观
认为，自闭症并不是发生在个
体头脑中的问题，而是个体与
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出现了障
碍。因此，自闭症教育的生态
化模式强调，系统改变自闭症
儿童所处的物理环境、人际关
系环境和文化符号环境，尊重
自闭症儿童的原始智慧，充分
秉持“扬长”与“适性”原
则，打造身心合一的活动课程
平台，有效整合各类资源，实
现家庭、学校、休闲场所、职
业场所的连接和贯通。

生态化模式为儿童提
供全方位的支持服务

生态化教育的三个要点是
生态化的评估和个案管理、整
合式的活动课程平台、社会化
的资源支持系统。生态化模式
从微观、中观、宏观等多维层
面为自闭症儿童提供全方位的
支持与服务，使儿童在充满意

义的真实生活环境中，进行有
意志、有情感的自我建构，丰
富人生的意义，涵养生命的灵
性，实现将来的就业、休闲、
婚恋等终身发展目标。

生 态 化 的 评 估 和 个 案 管
理 生态化的个案管理并不固
守常规标准下构建的社会环境
和秩序，而是充分尊重每一个
儿童的异质性和主体价值，考
虑并满足其特殊需要。通过开
展全方位的系统评估，优化生
活环境，整合优势资源，开展
系统而连贯的教育活动，使自
闭症儿童在与环境的互动中生
成优良的意志品质和完整、健
全的人格，而环境也在儿童的
发展过程中得到改善，实现双
向优化。

整 合 式 的 活 动 课 程 平 台
教育发生在真实、自然的生活
情境中，开发动手、动口、动脑、
动心的综合活动课程，倡导“做
中学”，为自闭症儿童提供源源
不断的学习机会和互动情境，是
该模式实现的关键。课程应力
求基于儿童的经验、兴趣和能
力，实现全人的培养目标。

社会化资源支持系统 自
闭症儿童的教育干预不是单向
度、单层面的教育组织结构，
而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大
教育关联。教育干预的成效与
来自家庭、政府、企业、各类
社会团体以及时代气质和文化
传媒的关心与支持密切相关。
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参
与，通过多种多样的服务和支
持，建立网络化、动态化的资
源支持系统。

个别化与生态化的评估

生态化评估着眼于儿童生
命发展的全程，将儿童个体与
其生活的环境作为一个完整的
系统，进行综合、全面、持

续、动态的评估，从而对儿童
个体的能力水平和环境支持资
源做出真实、有效的判断。

第一，儿童个体能力的评
估。该评估主要集中在“感知
—运动”“情感—社会”“语言
—沟通”和“概念—逻辑”等
关键能力领域，尤其强调儿童
的优势能力，并将其作为教育
干预的切入口和未来职业定向
的重要参考。同时，评估应秉
持生命全程观。

第二，环境资源的评估。
该评估不仅包括实体的物理环
境，还包括隐性的人际关系环
境和文化符号环境。评估应充
分挖掘和整合各个层面的环境
资源，通过精心设计和优化调
整，基于日常生活活动，促进
情境化与契机式的学习。

物理环境——根据自闭症
的“强烈世界”理论，自闭症儿童
往往存在“信息超载”的生理和
心理特征。他们的神经系统敏
感而不稳定，因此对于自闭症儿
童而言，对家庭、学校或机构、社
区等生活环境做结构化的调
整，提供一个可预测、有组织
的环境，有利于帮助儿童顺利
实现学习和适应的目标。

人际关系环境——人际关
系环境是人际层面的环境或背
景，自闭症儿童与心中的“亲
密他人”形成的纽带连接是

“我—你”的关系，是一个人与
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而非观
察者与被观察者、治疗者与被
治疗者的关系。这就对家长、
教师、治疗师或其他专业与非
专业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要求在看到儿童个体的真实存
在，“如他所是”的同时，学会
陪伴、引导、欣赏、支持，并
通过培养儿童的“一技之长”，
找到切实可行的人生出路。

文化符号环境——在更加
宏观的层面上，自闭症儿童还
面临着来自文化符号环境的冲
击与压力。当前，语言约化为
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沟通媒介。
如何超越表达的固定模式带来
的局限性，拓宽和丰富人际交
往的媒介与途径，充分利用自
闭症儿童的直观思维与直觉敏
感优势，找到适合每个儿童的
沟通渠道与路径，利用实物、
图片、音乐、舞蹈、戏剧和多
媒体技术等多种促进意义生成
与表达的方式，都具有良好的
应用前景。

开发活动课程

课程的开发要求我们把课
程目标细化为儿童具体的课程
活动。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 一 ， 坚 持 身 心 一 体 原
则，在儿童的直接经验上实现
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整合。
这是课程开发的依据和根本。

第二，课程目标多元化，
课程内容综合化，课程形式多
样化。课程在内容安排上应坚
持生活化、功能化原则，将生
活自理、个人卫生、人际关
系、环境适应、爱好培养、休
闲娱乐、职业养成等主题纳入
其中。此外，在课程形式上应
充分利用“游戏—表演”“音乐
—律动”“舞蹈—运动”“美术
手工”“生活技艺”等多种表达
形式，拓宽和丰富交往互动的
媒介和路径。

第三，要为自闭症儿童的
终身发展和社会福祉考虑，尽
可能实现游戏、职业训练、工
作的贯通，合理规划学前阶段

的康复治疗、义务教育阶段的
教育训练、职业教育阶段的生
活适应与就业服务、入职后的
后续支持保障等课程任务，实
现不同教育阶段的有机衔接和
平稳过渡，让自闭症儿童最终
有机会、有能力在就业、休
闲、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中享
受生活的意义。

构建社会化支持系统

为自闭症儿童构建社会化
支持系统是当务之急。

首先，促进跨学科的专业
服务团队建设，重视专业研究
人员及各类治疗师 （物理治疗
师、作业治疗师、言语语言治
疗师） 的培养，打破学科界
限，组织综合性 （一站式） 专
业服务团队。同时，重视自闭
症原生家庭的重要力量，激励
自闭症家庭积极走进社区、走
进社会，通过整合有效资源，
开展基于社会理解和社会支持
的活动，争取到更多的教育服
务和支持。

其次，强调政府的关键引
导性作用。一方面，政府应为
自闭症家庭提供包括经济援
助、社会福利和心理疏导在内
的公益性支持；另一方面，通
过与专业机构合作，为大龄自
闭症患者提供职前培训、就业
辅导和后续跟踪指导，提供支
持性就业机会。

再其次，充分利用各种非
政府组织和民间力量，通过灵
活多样的方式，为自闭症家庭
提供信息咨询、资源整合和课
程开发等相关服务。自闭症家
庭通过积极争取社区资源，努
力赢得社会支持，营造包容的
社会氛围，推动相关立法、制
度政策的形成与落实。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特殊教育系）

自闭症儿童教育的生态化模式
王芳 杨广学

先见之思

在古希腊时代，人们提出了“运动和学习
同样重要”的口号。科学界早已发现，运动可
以让骨骼更健壮、形体更完美，预防心脏病以
及焦虑症、恐惧症、抑郁症，并能够减轻和预
防一系列认知障碍的帕金森氏病、阿尔茨海默
病、焦虑症等。最近，运动对于健脑益智的奥
秘也被揭示出来。

一般来说，所有运动都能健脑。
运动会促使大脑释放脑啡肽等有益的生化

物质。实验表明，运动过后，脑组织中的核糖核
酸会增加 10%至 12%，核糖核酸能促进脑垂体
分泌神经激素多肽组成的新蛋白质分子脑啡
肽，这种物质对促进人的思维和智力大有益处。

运动能够促使大脑顶叶和颞叶之间“西尔
维裂沟”的“快感中心”分泌多巴胺，这是一
种神经传导物质 （如吗啡），因此运动能改善
不良情绪，有效预防和治疗神经紧张、失眠、
烦躁和忧郁等神经性不良症。

运动也会促使左右脑海马区和大脑皮层之
间神经细胞的生成与联系更加紧密。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锻炼能够促使
海马体中生成新的兴奋性神经细胞。研究认
为，海马区左右两侧的大脑皮层正是唤起更活
跃、更积极的情感区，也是人类逻辑、分析和
创新思维发生的地方。因此，运动爱好者更容
易成为精神饱满并善于创新思维的人。

善于坚持运动计划与目标的人，其脑内侧
额叶的皮质都比较厚实。研究发现，脑内侧额
叶皮质的神经活动情况，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人的意志与毅力。

运动还会促使左右脑上、下叶区域增加分
泌异丙肾上腺素 （ISO） 的效果，促进脑部组
织对糖原的分解，增加大脑耗氧量，不仅对大
脑产生思维敏捷与思路活跃的作用，而且增强
心脏功能，具有舒张骨骼肌血管、冠状血管和
支气管等保健功效。

运动更会促使大脑拥有细胞数量增多。新
增的红血球和血循环量能够向大脑组织提供更
充足的氧气和营养。

大脑活动所需要的能量主要来源于糖，食
物是血糖的供给源，运动能使人食欲大增，消
化功能增强，促进食物中淀粉转化为葡萄糖，
再吸收到血液中变成血糖，以源源不断地满足
脑神经细胞的需要。

这样，大脑更能活动自如，思维更加敏捷。
（本文编译自美国杂志《生活—细节报告》

2017 年 5 月号精装版，原文作者：美国威斯康
星大学人类行为学副教授安德勒·凯莉）

运动健脑益智的奥秘
王志成 编译

教育前沿

探索一条适合自闭症儿童的、系统的教育干预路径，
尤为迫切。 CFP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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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巍巍，涪水泱泱，煌煌学府，德渥群芳。
2018 年 3 月 27 日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将迎来 110 周年

庆典。在此，我们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校建设和发
展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和广大校友致以亲切的问候和真
诚的祝福！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百余年来南山中学历经曲折艰
辛，勇攀峻峰，不断超越，为国育才。学校坚持“让学生
做成长的主人，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的办学指导思想，
坚守“爱国读书、勤勉诚朴、求实向上、民主创新”的核
心价值取向。践行“开启多元启智、阶梯引领、自主发展
之门，为每一个学生搭建成功的立交桥”教育路径。

翰墨书香，桃李芬芳。100多年来从南山走出了马祖光
等 5 位中科院院士和一代诗人贺敬之，12 名校友入选“国
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千人计划”，100 余名校友担任大型
企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南山学子在五湖四海为校添誉，为
国争光。变迁的是历史，传承的是文化，不变的是赤子之

心。南山精神早已内化于代代南山人的心灵中，流淌于代
代南山人的血脉中，弘扬在代代南山人的行动中。

110周年校庆是学校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承载历届
校友光荣与梦想的盛典。学校定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前后举
办校庆系列活动，敬请相互转告。

同时，为进一步丰富校史典藏及完善提升南山文化，
展示 110 年来学校的办学历程和辉煌成就，现向全校师生
员工、海内外校友、社会各界人士公开征集如下资料：

1. 祝福视频。为了表达您对母校的深情厚爱，您可以
以个人、届别、班级、区域为单位拍摄母校 110 周年校庆
的祝福视频。

2. 校史实物。如果您家里有关于学校、同学、老师或
者您个人的实物资料，比如学校的照片、音频、影像资
料、书刊 （如贺敬之、五院士等名人在绵阳南山的著作和
翻译作品）、日志 （日记）、校服、徽章、奖状、教材、教
具、课程表、学生名录，或者自己当年的课本、笔记、试

卷、成绩单、学籍卡、同学录、纪念册等，请予复制给学
校，我们更欢迎捐赠。

3. 南山故事。南山求学短暂而简约，但历经岁月沉
淀，就愈发真切而感动。现在正是重温往昔的最好时刻
——写 《南山故事》：用一篇文章或一个视频，叙一个故
事，讲一段校史，让您或您家人的学习生涯、教学生活或
者其他事迹和全体南山人一起分享。

恭请支持、关心学校发展的各界宾朋、历届
校友和教职员工届时拨冗莅临，共襄盛典，同谋
发展。恕难遍邀，谨以文代柬。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2017年6月6日

您可以和下面三位老师联系、咨询，以寄
送视频或实物：

彭老师：15228314692
邮 箱：691335802@qq.com
黄老师：13458079087
邮 箱：261172825@qq.com
刘老师：13981171595
邮 箱：2518543125@qq.com
绵阳南山中学校庆筹备办公室电话：

0816-2862314
传 真：0816-2862174
校庆办联系人邓老师13890106665
邮 箱：1422911366@qq.com
校友办联系人蒋老师13981117566
邮 箱：jzy6566@163.com。
地 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南塔路3号
邮 编：621000

精神文化建设弘扬礼文化

石化中学结合实际，确立“知书达
理，和而不同”校训，把全校师生的集体
人格定向为传统儒家的范式：求知养德、
明理修身，既有个性的张扬，又有外在的
一致，最终达到个体独立发展，把校训再
提升一个层次，那就是“正己敬人，修养
美德，大道之行，日新月异”的“礼”文
化。学校通过报告会、主题班会、征文演
讲等形式，在学生中大力开展“尊师重

教、感念师恩”“感恩父母、回报社会”
“孝亲敬老”等感恩教育主题活动，大力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培养学生懂
感恩、讲孝道的传统美德；通过每年举办

“金秋文体艺术节”等活动，激发学生爱
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学校、爱家
园的思想感情和勤奋好学的积极性；以培
养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守纪、
学会劳动为主要内容，开展“热爱学习、
健康生活”主题教育活动，扎实开展“每
月一星”“年度石化之星”及文明班级、
文明寝室的评选表彰活动，培养学生学
习、生活和创造的能力。

环境文化建设彰显礼文化

石化中学文化环境创设独具匠心。

名言警句构成的楼梯文化，似一滴滴雨
珠，悄悄浸润着师生们的心灵；理念
厅，校训、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学
风、师德目标、教学目标一应俱全；按
学礼、知礼、明礼、守礼、行礼等主题
用经典故事或名言警句构成的廊道文
化，时刻提醒师生的言行合乎礼仪规
范，让师生在随意浏览和驻足凝思中完
成传统道德的历史与现实的对接；礼字
墙就像一面明镜，时时规范着师生的行
为；安全岛上，日常的安全知识、应急方
法、逃生技能，言简意赅；崇礼园倚墙而
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等标语
鲜艳夺目，百米礼仪浮雕长廊，雕刻着孔
子问礼、程门立雪、老莱子彩衣娱亲、六
尺巷等中国五千年礼文化的精髓，图文并
茂，生动形象，让人心灵受到洗礼，灵魂

得到净化，精神得到升华。

课程文化建设传承礼文化

石化中学主动编写 《中学生礼文化
读本》，内容包括礼文化的内涵和外
延、个人礼貌、家庭礼数、学校礼仪、
社交礼节、节日礼俗等篇章，有经典故
事，有名言警句，让学生在礼文化中成
长。学校扎实推进教学改革，结合“学
习金字塔”理论和杜郎口经验，针对学
生 特 点 ， 创 立 了 “521” 课 堂 教 学 模
式。即：五个教学环节 （预习交流、合
作探究、展示提升、穿插巩固、当堂检
测）、两种学习方式 （独立学习、小组
学习）、一个最终目的 （让学生学会学
习）。改变学生不会学、不会做的习惯

和 方 法 。 让 教 师 由 “ 教 ” 转 变 为
“导”，学生由“听课、记笔记”转变为
“研习、讨论、展示”，释放学生潜能，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真正
成为课堂的主人。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还
推出了以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
花样跳绳、美术、书法、舞蹈等为代表
的课程超市，以此延伸礼文化的教育。

制度文化建设唱响礼文化

石化中学坚持民主管理、科学决
策。学校先后制定、完善了 《课堂管理
制度》《教师专业化发展五年规划》《石
化中学名师、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
教学新秀评选标准》 等制度，营造了

“人人定制度、制度管人人”的和谐制

度建设新局面。为了把学校要求转化为
全体教师的自觉行动，在制度出台前还
由全体教师、职工反复讨论，再经过教
代会表决通过，保证了制度有较好的群
众基础。

行为文化建设践行礼文化

石化中学以礼文化为纲，从细节着
眼，列出“自尊自爱注重仪表”“真诚
友爱礼貌待人”“遵纪守法勤奋学习”

“勤劳俭朴孝敬父母”“遵守公德严于律
己”五大方面 40 个条目，并按年级划分
层次，以小目标、阶梯式、经常化的方
法，在学生的头脑中建立秩序感，使

“礼”的规范内化为师生的道德行为标
准。 （郭国富 徐文潇）

以“礼”立校 和而不同
——湖北省荆门市石化中学“礼”文化建设纪实

近年来，石化中学把“礼”作
为学校文化的核心元素，不断创新
活动载体，扎实开展文化建设，努
力提升师生人文素养。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