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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叫拉拉的女
孩。当拉拉家长带她来见我时，我
感到特别惊讶与心痛。这个孩子的
眼睛充满恐惧，眼神空洞而无望。
我当时就疑惑：是谁把这么一个可
爱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的？我蹲下
来拉了拉她的小手，让她看我的眼
睛里有谁。我期待她看到自己在我
的眼睛里。但她并没有看我，只是
不断地重复着我听不懂的话语。

通过她妈妈，我对这个孩子有了
一些了解。从她三岁检查出自闭症，
全家人就特别焦虑，尤其是妈妈。她
妈妈认为，自闭症是一种病，必须要
把她治好。要治好，就要不断地去训
练她。怀着这样的期望，孩子妈妈开
始了拉拉的训练过程。她自己去学
习ABA（应用行为分析），去学习结构
化⋯⋯又把孩子送到康复机构进行

了两年多的隔离式训练。
但拉拉的妈妈自己也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教她学了那么多东西，
她不但没有学好，反而更糟了。当
拉拉妈妈和我说这些的时候，她十
分委屈，她说自己记了厚厚的六个
笔记本，而且每天还花那么多钱加
课，为什么还是不行？

我告诉她：训练是不能让孩子
学会与人交往的，就好比鱼离开了
水，不但学不会游泳，还会受到伤
害。鱼是在水中学会游泳的，儿童
的社会性，也一定是在与人的交往
中，在正常的融合环境中才能发展
出来的。另外，我告诉她，如果想让
我帮她，就要听我的。我要求她回
家以后不需要再给孩子进行两个小
时的认知训练，只需要回家抱抱她，
给她一些笑脸，陪她玩一些游戏。

这位妈妈当时就拒绝了，她说她做
不到。她说孩子这个样子，她必须
要控制她，要不，她会更加不听话。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拉拉妈妈
的想法有了些改变。我趁机对她提
了一个要求，我说如果想让我教拉
拉，那就需要信任我、配合我，要不
然，我也教不了她。妈妈“无奈”地
同意了。

我给拉拉列了一些计划。
首先，培养孩子良好的情绪，没

有良好的情绪管理，后面的一切都
是无法实施的。针对拉拉，当前最
重要的工作，就是先修复亲子关
系。我让拉拉妈妈在家里停止一切
对拉拉的认知训练，多带着她做一
些家务，带她出去玩玩游戏，体验与
亲人交往的快乐，而不是沉浸在刻
板、枯燥的训练中。只有在愉快的

亲子互动和游戏中，感受到来自妈
妈的爱，孩子才会开心起来。

其次，我把拉拉安排到适合她
的融合班，和班里的老师沟通好，并
安排一个普通的幼儿和她做好朋
友。普教和特教老师在班级里面进
行观察。这就改变了原来只有一个
老师带着她进行一对一训练的形
式，我知道单一枯燥的教学反而会
激发她的不良情绪。

在集体生活中，老师引导拉拉
和小朋友一起排队喝水，一起做游
戏。特教老师在集体里对她进行个
别化引导与辅助，她的规则意识也
越来越强。身边的小同伴也像一个
小老师一样，经常给予她一些帮
助。她开始观察别人，慢慢地去模
仿，眼睛也越来越有光泽了，就连情
绪也越来越稳定了。

另外，为了培养她更好地融入集
体，我又安排了适合她的小组课程。
3—6名幼儿一起，开展一些角色扮演
式的互动游戏。小集体的教学方式，
教师不但能更好地关注她，也能针对
她的语言发展、兴趣培养及注意力提
升，进行个性化引导。在小组中，因
为有了同伴的帮助，她的参与能力与
互动能力也逐渐提升了。

经过对拉拉进行几个月的融合
教育训练，无论是在班级里还是在
户外游戏教学中，我们经常都能看
到她的笑脸。她参与活动的兴趣越
来越高了，而不是像之前那样一直
逃避。在同伴的引导下，她也愿意
交流了，说话也清楚了很多，社会性
有了很大的提升。

来自星星的拉拉，终于不再独
自闪光了。

来自星星的她 不再独自闪光

小班幼儿分离焦虑是教师与家长非常关
注的问题之一，为解决这个问题，教师想出了
各种招数。而游戏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工
作”，游戏里有他们喜欢的玩具、同伴和活动，
他们可以从中获得安全感。娃娃家是最受小
班幼儿欢迎的区域，幼儿模仿爸爸妈妈做饭、
洗衣服、看电脑⋯⋯一天，一双成人高跟鞋的
出现，带给了我们此前没有预料到的惊喜。

小班幼儿入园后不久的一天，我抱着哭
闹着要妈妈的翥翥坐在娃娃家里，指着她的
全家福说：“这是你的照片吗？”她擦着眼泪看
看说：“是的，那是我的妈妈，还有我的爸爸
呢！”我接着说：“你的妈妈真漂亮呀，还穿着
好看的高跟鞋呢！”谁知一听这句话，翥翥的
情绪顿时好多了，她开始主动说起妈妈的高
跟鞋，聊着聊着情绪就平复了。这时我就有
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给娃娃家添一双高跟鞋！

高跟鞋投放的第一天，翥翥来娃娃家，说
要当妈妈。她走到娃娃家，直接打开柜子准
备穿围裙，但她看见了柜子里的高跟鞋，大声
对站在后面的我说：“王老师，这里有一双高
跟鞋，是你的吗？”

我说：“是的，是我给你们带来的。”
她说：“那我可以穿吗？”
我说：“当然可以。”
她开心地换上了那双高跟鞋，穿上围裙，

开始做菜，做蛋糕。
她一边玩，一边自言自语：“我是妈妈，我

要切菜了。我是妈妈，我要做一个蛋糕。我
是妈妈，我要给宝宝过生日。”整个活动区游
戏时间，她都穿着那双高跟鞋，慢慢地走来走
去，忙前忙后。

我说：“妈妈，你喜欢这双高跟鞋吗？”
她说：“我喜欢。”
我说：“那你愿意来幼儿园当妈妈吗？”
她说：“我愿意，明天我还能来吗？”
我说：“可以啊，不过你回去要好好看看

妈妈在家都做什么，你再当妈妈。”
她说：“好。”
第二天，翥翥高高兴兴地来幼儿园了，而

且翥翥妈妈很兴奋地告诉我，前一天回家后
翥翥一直跟在她后边问她在做什么。她说翥
翥特别喜欢幼儿园的高跟鞋，很想在娃娃家
当妈妈，所以起得特别早。

一双高跟鞋的投放，让翥翥找到了适合
她的依恋物，从而获得了安全感，稳定了情
绪。后来，通过翥翥妈妈，我了解到翥翥在家
中就对妈妈的高跟鞋很感兴趣，但妈妈从来
不让她穿。这一次，她在幼儿园里得到了满
足，穿上它，仿佛妈妈在陪伴着自己。做着和
妈妈同样的事，说着和妈妈相似的话，她的焦
虑情绪也就烟消云散了。

乐乐是另一个有点腼腆、害羞的小姑娘，
对于幼儿园生活，她也有焦虑情绪。每次老
师问她想到哪个区域玩游戏，她总是低着头
不敢说。但就是这个小姑娘，穿上高跟鞋当
起妈妈的时候，却开心极了。当妈妈的她带
着老师和小朋友一起购物、一起读书，她好像
突然有了力量，不再害羞、不再焦虑，对幼儿
园也不再有陌生感。

当游戏能够很好地满足幼儿需求时，幼
儿是放松的，是开心的。他们能够放下心理
包袱和紧张的情绪，主动投入到游戏中，即使
是小班幼儿，也能迸发出许多想法。

接下来几天，好几名幼儿都主动嚷嚷来
娃娃家穿高跟鞋当妈妈，甚至有男生也想来
体验当妈妈，当然，我都一一满足了。一双高
跟鞋带给幼儿的是更多体验、表达和丰富的
游戏内容。在体验游戏的同时，幼儿有了宣
泄压力的出口，情绪自然就会放松下来，渐渐
对幼儿园产生一定的安全感。

这次高跟鞋的投放，让我开始反思以前
我们的材料投放。以前，在投放玩具时，教师
有时会主观地认为幼儿喜欢某些材料，但实
际上，一些拼插玩具或者儿童化的锅碗瓢盆，
幼儿的兴趣并不大。所以，在投放玩具时需
要教师认真观察，并与幼儿交流，了解他们真
正的需求，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喜欢。投放
高跟鞋时，我也怕高跟鞋会崴脚，怕孩子们争
抢，但事实上，我多虑了，幼儿不但很会保护
自己，而且还学会了轮流穿。更重要的是，它
真正缓解了幼儿的焦虑情绪。这就是一双高
跟鞋的“疗效”。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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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名特殊幼儿配一名普通幼儿同伴 创设五种适合双群体的教育形式

在物理环境中完成“化学”融合
刘树芹

2004 年前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了十几个“星星的孩
子”。带他们做康复训练时，我总发现缺少普通教学活动那样的氛
围。当时我就想，如果这些孩子能和普通孩子一起活动该多好！

为此，我多次亲自上门动员亲友家的孩子，和“星星的孩子”们一
起活动，我发现效果非常好。

一次，我给一个特殊孩子做一对一教学，她很不配合，鞋子脱掉后
就是不肯穿。这时，有个叫娜娜的普通孩子，主动过来说：“丫丫，把鞋
穿上，我和你一起玩。”就这么一句话，丫丫竟乖乖地穿好了鞋子。这
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更坚定了让普通幼儿与特殊幼儿一起活动。

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要想做好融合教育，首先必须
有普通的环境和普通的孩子，其次是制定适合双群体的课程，让普通
幼儿和特殊幼儿都得到合适的教育。

慢慢地，我们探索出了自己的融合教育模式，即“普特深度两结
合，同伴携手一对一，共同提升社会性，融合教育在双赢”。

普，是普通教育，特，是特殊教
育。“两结合”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普
通教育和特殊教育是并轨运行的。
也就是说，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是
在一个环境里，一个教育过程中，同
步完成的。其实，这里关键是处理
好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关系，创
造两类幼儿共同发展的学习条件。
两个不同的群体有差异，但也有共
同点。差异在于两个群体的发展水
平不同，共同点在于他们处于同一
个年龄段，有着共同的发展需求。

那么，怎么满足两部分幼儿在
教育上的不同需求呢？其中有三个
关键环节。

首先是师资。幸福之家融合模
式，需要有普通幼儿教师和特教师资

共同支持。幸福之家现有教师 90
人，其中普通幼儿教师50名，特教老
师 40 名。普通教师了解特殊幼儿
的心理发展和教育规律，而特教老师
也了解普通幼儿的心理发展和教育
规律。普教和特教老师师资互补，协
助合作，这就克服了其他融合模式里
普遍遇到的普通教师不了解需要特
殊关注的幼儿，特教老师不了解普通
幼儿发展规律的尴尬局面。

其次是教育内容，兼容了两部
分幼儿的需求。也就是说，普通幼
儿有普通幼儿的教学内容和要求，
特殊幼儿也有自身的个性化需求。
我们并没有降低普通幼儿的学前教
育质量，按照国家学前教育要求，其
他幼儿园的孩子要习得的内容，幸

福 之 家 的 普 通 幼 儿 ，一 样 都 不 落
下。我们也尊重特殊幼儿的认知特
点。他们能吸收什么，该获取什么，
我们就给他们什么。

再其次就是适合两部分幼儿发
展的教育形式。我们有普通幼儿和
特殊幼儿在一起上的课程，比如音乐
课、美术课，还有游戏活动等；有专门
为普通幼儿开设的课程，特殊幼儿不
参加；还有专门为特殊幼儿开设的课
程，普通幼儿不参加；另外还有特殊幼
儿和普通幼儿都参加的小组课程。
我们的五种课程形式分别是普幼课、
融合集体课、个性化教学课、小组课和
一日生活教育。多种教育形式，既满
足了普通幼儿学前教育的需求，又照
顾到了特殊幼儿的个别化需求。

1.创造两类幼儿共同发展的学习条件

同伴携手一对一，是指在我们
的游戏课中，都是以两名幼儿为一
组的游戏。这两名幼儿中有一名普
通幼儿，一名特殊幼儿。每名普通
幼儿都有自己要去关注、关心、帮
扶的特殊幼儿，每名特殊幼儿，都
有自己可以模仿、学习、跟随、合
作的普通幼儿榜样。

如果一个教育环境中，特殊幼
儿很少，道理上，每名普通幼儿都
可以帮助特殊幼儿，也都有责任去
帮助他们。但因为责任没有具体到
某名幼儿身上，所以，每名普通幼
儿又都没有明确的帮助特殊幼儿的
具体责任，特殊幼儿有被边缘化的

风险。但在幸福之家，普通幼儿与
特殊幼儿的比例是1∶1，而且是先
有了特殊幼儿，后来才有了普通幼
儿，每名特殊幼儿都能得到最好的
陪伴。

幸福之家的教育模式，在培养
普 通 幼 儿 社 会 性 上 有 天 然 的 优
势 。 在 帮 扶 特 殊 幼 儿 的 过 程 中 ，
普通幼儿更能学会设身处地了解
他人的感受，学会克服自我中心
的思维，更有利于培养幼儿遵守
社会规则的自觉性。在与特殊幼
儿的互动中，普通幼儿也锻炼了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收获的是
责任感的提升，以及自尊、自信

的提升。
与此同时，我们的融合模式

也为特殊幼儿提供了一个高度宽
容、高度接纳的教育环境。在同伴
榜样的示范作用下，特殊幼儿特别
容易模仿同伴，建立起正确的社会
行为。在同伴的主动带动下，特殊
幼儿学会了关注同伴、跟随同伴、
服从集体、参与集体活动。由于特
殊幼儿能够在一日生活及课堂上，
多角度、全方面地与普通幼儿拉
手，因而，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
自我控制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方
面都得到了提升，社会性得到了大
大增强。

2.普通幼儿与特殊幼儿一一结对，共同进步

融合不是简单地把两个群体的
幼儿放在一间教室里生活、游戏、
活动。融合也不是两个群体的物理
融合，其本质上是教育目标的融
合，教育内容的融合，是教育形
式、教育方法的融合，也就是化学
的融合。其效果不应该是互相干
扰，互相削减，互相排斥，而应该
是互相促进、互相提高的。

检验融合教育效果的标准，应
该是两部分幼儿的共同发展。我们
追踪了从幸福之家走出去的普通幼
儿直到高一，发现这些早早就认识
了生命不同形态的孩子，在后续的
发展过程中不但学习成绩格外优
秀，而且他们更有爱心，更懂得宽
容，与人交往能力及社会适应能力
都更胜一筹。对于那些特殊幼儿，

他们从幸福之家毕业后，也能够更
好地适应普通学校的生活。无论是
保持课堂秩序，还是生活自理能
力、自我控制能力及人际交往能力
等，他们大多都能处理得很好。这
足以证明，我们的融合教育最终产
生了1+1＞2的效果。

（作者系山东省青岛市幸福之
家融合幼儿园园长）

3.深度融合使两类幼儿实现了发展的双赢

成长话题·融合教育①

在 老 师 组 织 的 “ 我 的 太 空
梦”绘画活动结束后，谭娅萱小
朋友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画。

“我画的是宇宙被地球统治以
后，人类和所有外星人成了朋
友，大家经常约着到太空游玩。
一个周末，我和我的外星朋友们
约好一起去太空游乐场玩。我穿
着我喜欢的长颈鹿宇航服，坐着
宇宙飞船到了太空，外星朋友们
也来了。有哈丁星球长着绿色脸
蛋的丁丁，有来自汪汪星球的多

多，还有来自喵喵星球的咪咪。
在我身边的，是一个大型滑梯，
我从宇宙飞船里走出来就可以直
接爬上滑梯的阶梯。外星朋友
们，也跟着一起开心地玩起来
了。另外，我们周围每一颗小行
星上都有一个好玩的玩具。玩过
滑梯后，我们还打算到别的小行
星上，体验更多有趣的游戏。”

（本栏目图文由湖南省南县实
验幼儿园教育集团二幼教师任丹
提供）

我和我的外星人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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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幼儿与特殊幼儿结对互助普通幼儿与特殊幼儿结对互助。。 刘树芹刘树芹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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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学前融合教育对学前特殊儿童智力发
展、行为矫正、缺陷补偿、正常人格的养成均具有重要
作用，同时可以让普通儿童尽早了解生命的不同样态，
从而培养他们的爱心、责任心以及与人交往合作的能
力。学前周刊今日起将持续探讨融合教育系列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