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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是特殊儿童的权利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教授邓猛

本报记者 赵彩侠

成长话题·融合教育③

近年来，早期融合教育发展迅速，
许多幼儿园或专业机构都在开展相关
工作，但我们对此仍然知之甚少。融
合教育究竟有何意义？融合教育的整
体情况怎样？目前开展融合教育的核
心困境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些困境？
为解答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北京师
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教授邓猛。

早期融合教育有巨大的
发展空间

记者：您长期研究学前阶段的融
合教育，能不能介绍一下我国学前阶
段融合教育的整体发展情况？

邓猛：我们国家的融合教育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包括特殊学校、特
殊班、资源班级、随班就读等在内的
特殊教育体系。但这方面的探索主要
是针对义务教育的。大规模的系统的
早期融合教育还处于比较初始的发展
阶段，这与我们国家学前教育整体发
展相对滞后是一致的。但早期融合教
育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社会需求也
越来越大。

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经济、医疗
保健、生育方式及教养方式的变化，孩
子早期出现发育性问题的可能性越来
越高。幼儿园里，处境不利、因为各种
原因被边缘化的孩子也在不断增加。
例如，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情
绪困扰、发育迟缓等，都是较为常见
的。当然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可能有
问题，但因为年龄或者技术的原因，在
年幼阶段很难被明确诊断出来。

从总体上来说，处境不利的孩子
数量有加速增加的趋势。对他们的早
期干预十分重要。如果不能及时对这
些孩子予以关注和支持，几年之后，他
们可能就会进入残疾的范畴。如果早
期干预到位，他们则有可能像平常人

一样生活与学习，即使不能像平常人
一样生活，也可以有较大改变。早期
干预和教育非常关键，但目前我们做
得还远远不够。

融合的环境与专业技术
方法需相互配合

记者：您曾说过，融合对特殊孩子
是权利而非恩赐。对特殊孩子来说，
融合教育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邓猛：孩子终究是要在社会中生活
与发展的。所以，主流的社会，包括主
流的教育系统是孩子最应该去享受的
机会与资源。也只有在主流的社会、幼
儿园里学习和生活，他们的社会技能才
能发展好，才能更好地学会与其他人打
交道，将来才可能在主流教育体系、社
会里学习与生活，实现社会的参与和
融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可
以说，主流的生活与教育环境，为特殊
孩子的成长提供了基础条件。

记者：学前阶段，所有的特殊孩子
都适合融合吗？

邓猛：从理想的角度来说，所有的
特殊孩子都是适合融合的。但从现实
情况来看，我们还做不到。目前只能
争取为更多的孩子提供融合的环境与
支持。我认为，绝大多数特殊孩子是
具备融合的基础与潜能的。

记者：普通孩子与特殊孩子所需
要的关注是不一样的。融合的环境固
然对特殊孩子好，但会不会存在因为
教师不能专门关照，使他们出现发展
受阻的现象？

邓猛：每个孩子本身就是不同的。
这些特殊孩子与普通孩子无非是差别
大一些，但本质上还是相同的。在早期
阶段，孩子之间的差异表现相对会小一
些、可控一些。举例来说，孩子之间的
歧视，就不像高年级时那样明显，因为
学前阶段的孩子并不懂得歧视。所以

如果从早期开始重视，融合更容易实
现，孩子之间也能很好地相处。

另外，特殊孩子与普通孩子差别
大一些，需要教师花费更多的精力去
照顾他们也是事实。但每个生命的价
值和权利是同等的，差异不是拒绝的
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动融合
幼儿园的原因。我们需要给教师提供
一些支持，让他们有后盾，让他们能够
应对不同孩子的需求。

如果孩子的问题比较严重，可能
超过了幼儿园能够把控的范畴，可能
需要到康复中心甚至医院做专业的康
复或治疗；或者这些专业人员到幼儿
园里提供支持也是可以的。但这样的
孩子数量是极少的。幼儿园里很多被
认为有各种问题甚至残疾的孩子，表
现出来的往往是这样或那样较为轻微
的问题，如注意力不集中、情绪困扰、
动作不协调、语言发展缓慢等。这些
基本都没有超出教师现有专业能力的
范围。如果给他们一些培训和各种必
要的支持，效果就会更好。

记者：我们是否可以说，在学前阶
段，融合的环境甚至比专业的技术与
方法更重要？

邓猛：不能那样说。专业的技术
方法与融合的环境，换个角度说，就是
康复幼儿园与融合幼儿园。它们应该
是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的。应以融合
幼儿园为主，康复幼儿园为辅。康复
幼儿园更专业，它的训练或教育方式
更有针对性。融合幼儿园专业资源更
少一些，但它的环境、文化更适合特殊
孩子。二者结合起来比较好。但最根
本的还是要看孩子的需求与能力。

比如对自闭症孩子或者聋儿的训
练，在康复机构中，他们能够学会发
音、说话，但他们的语言发展需要到更
真实复杂的环境中去使用，这样才有
效果。那么，他们就需要普通的同伴
与集体环境。因为在特殊孩子与普通

孩子玩耍与交往的过程中，他们会更
好地表达，有表达的兴趣、动机、情境
及具体内容，这更加重要。

因此，在早期康复过程中，或者康
复一段时间后，也应让特殊孩子回到
主流的环境中去与普通孩子发生关
系，去玩耍、交往。

观念的转变是开展融合
教育的核心

记者：据您的研究，目前特殊孩子
进入幼儿园，被接纳的程度如何？

邓猛：这更多取决于教师及幼儿
园的观念。只要幼儿园真正以儿童为
中心，就不会出现拒绝的情况。因为
幼儿园的孩子是不懂也不会拒绝的。
在他们眼里，都是玩伴而已。不接纳
一方面来自教师，一方面来自普通孩
子家长，但是家长的态度还是受教师
的影响，是可以引导的。

我接触过许多各种层次的幼儿
园，每个层次都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
不好的。这就说明，资源的差别并没
有导致在接纳特殊孩子方面的显著差
异。主要是幼儿园是否有一个好的氛
围。其实，我们看到，当特殊孩子在幼
儿园里不能得到好的待遇时，普通孩
子的境遇也不尽如人意。相反，如果
特殊孩子得到了好的关照，普通孩子
就不言而喻了，肯定会得到很好的教
育。这是由幼儿园的观念决定的。

当然，从总体上来说，特殊孩子入
幼儿园目前还是相对困难的，这需要
政策的强力支持。

记者：当前开展融合教育最大的
难点是什么？

邓猛：最大的难点是教师观念的
缺乏。长期以来，我们还存在一定程
度上的精英教育观念，对儿童权利的
认识与尊重都不够，这就造成很长一
段时间，特殊孩子进幼儿园十分困

难。观念包含许多东西，比如儿童观、
残疾观、教学观等。教师的观念决定
着他们如何看待不同的孩子，如何看
待幼儿园教育。当然，随着近些年我
国学前教育的快速发展，教育体制也
越来越多元化、均衡化。相应地，大家
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更多地开始认
识并尊重孩子的差异，能够更加公平
地对待他们。现在许多幼儿园已经开
始主动去研究特殊孩子，并真正开始
承担起教育培养他们的责任了。我们
需要做的就是持续推动这件事。

做好融合教育师资培养
的制度设计

记者：除了观念外，开展融合教育
还有哪些困难？

邓猛：在观念之外，难点主要是教
师专业知识与方法的缺乏。目前，除
特殊教育专业外的其他师范教育专
业，并没有开设特殊教育的相关课
程。所以教师在面对特殊孩子时，就
会出现恐惧与无知。恐惧是因为没见
过，无知是不了解。所以我们在师范
教育的课程里，应该加入特殊教育的
相关课程。

另外是在职培训，我们需要通过
培训，给教师更多的专业成长机会，至
少让他们了解特殊孩子的基本特点。
比如他们行为的表现形式、原因等。
在此基础上，帮助他们掌握一些基本
的应对方法。只是现在，教师得到的
培训机会还比较少，我们需要做好顶
层规划与制度设计，努力为他们提供
系统化的专业培训。

除此之外，就是一些专业支持，比
如建立资源教室，聘请特殊学校或康
复机构的专业人员提供一些专业指
导。如果这几个方面都能够做到位，
那么融合教育开展起来就不再是一个
难题了。

小班有个叫娜娜的小朋友，比班级中
多数孩子都大一些，但她的自理能力却很
差。她在进餐时不能正确使用小勺，总是
泼撒饭粒，午睡时不会自己穿脱衣服、鞋
子，大便后不会自己擦屁股。于是我只好
一次次对她进行指导与帮助。

通过与家长沟通，我了解到娜娜是独
生女，家长平时工作忙，她的起居全由爷
爷奶奶照管。老人对娜娜十分疼爱，觉得
她吃饭太慢，就急于去喂。怕她把大便弄
到身上，就帮她擦，从不让她自己尝试。

娜娜的情况虽是个案，但不得不承
认，在小班阶段，绝大多数幼儿都存在着
自理能力较差的问题。

从原因上看，这一方面是由小班幼儿
的年龄特点决定的。小班幼儿初步掌握了
各种粗大动作和一些精细动作，身体和手
的动作已经比较自由，能在成人指导下自
己用勺进餐，会自己穿衣裤，会解会扣较
容易操作的扣子，会穿不用系鞋带的鞋
子，会自己洗手等。但是他们还没有掌握
正确的方法。比如，不会正确使用小勺进
餐，出现泼撒饭粒等现象，这些都是很正
常的。因为小班幼儿的小肌肉群发育还不
完善，还不能完成一些精细动作。

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家长的过度保
护。现在，每个家庭孩子都很少，家长对
孩子过于呵护，使得他们处在发育期的各
种能力无法得到锻炼。但需要提及的是，
家长许多时候是无意识的。他们只是纯粹
出于对孩子的爱，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
孩子的影响。

因此，尽管对于小班幼儿来说，需要
培养的能力有多种，比如语言表达能力、
倾听能力等，但最主要的是自理能力的培
养。因为自理能力是幼儿最基本的能力，
它起着为后续发展奠基的作用。具体来
说，主要包括自己吃饭、自己如厕、自己
穿脱衣服、形成良好的睡眠和洗漱习惯
等。

首先是学会自己吃饭。小班幼儿要学
会自己拿勺吃饭，不挑食不偏食，吃饭时
要专心，并且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吃完。如
果幼儿做不到这些，家长就要自己找对
策。比如不要主动喂幼儿吃饭，特别是让
老人带的孩子，一定要达成共识，让幼儿
自己用小勺吃饭，而且要教孩子会正确使
用小勺。

另外，在吃饭时不要给幼儿看电视或
手机，它会转移幼儿的注意力，使他们吃
饭更拖拉。其实，在吃饭时，家长也要在
一旁陪伴鼓励，可以采用激励法。比如和
幼儿说：“今天宝宝和妈妈一起吃饭，看
看谁先吃完。”这时，可以故意让幼儿先
吃完，进而给予他们表扬。这时幼儿就会
有一种成就感。慢慢地，幼儿就会愿意自
己吃饭，而且不会再磨磨蹭蹭。

其次是自己如厕。小班幼儿会有尿湿
裤子、把大便拉在裤子上等情况，这是正
常的，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自我控制能
力比较差。当幼儿告诉教师说：“我要尿
尿。”这时他可能在边说边尿，或已经把
裤子尿湿了。因此，教师在带幼儿的时
候，半个小时左右要提醒他们如厕，同时
要教会他们便后提起裤子的正确方法。比
如，两只手要从左右两边提裤子，先把小
内裤提起来，再去提外裤。家长要让孩子
自己去做，在必要时加以帮助，而不是包
办代替。

再其次是自己穿衣穿鞋。小班幼儿特
别爱念朗朗上口的儿歌，因此，可以边念
儿歌边教穿衣服，增加趣味性。比如穿上
衣的儿歌：“一件衣服四个洞，宝宝套进大
洞洞，脑袋钻出中洞洞，小手伸出小洞
洞，小纽扣，钻洞洞，一二三，钻出来。”
穿裤子的儿歌：“两手抓裤腰，用力往上
拉，露出小脚丫，站起提裤子，裤子提整
齐，上衣翻出来。”家长也可以用玩具毛绒
娃娃，让幼儿练习，教他们辨别衣服的里
外、裤子的前后。

最后是形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在幼儿
园，教师一般会创设一个宁静安详的午睡
环境，比如在午睡室的墙上绘制一些幼儿
熟悉的图案，睡前拉好窗帘，让幼儿一进
午睡室就能平静下来，尽快入睡。教师还
可以给幼儿讲故事，让他们在故事的情境
中进入梦乡，大部分幼儿都能安静入睡。
家长也应当在睡前给幼儿营造一个良好的
安睡环境，比如讲故事、放轻音乐等，但
千万不能强迫他们入睡。

虽然“吃喝拉撒”这些事说起来并不
大，但对于小班幼儿来说，却是他们的生
活大事。如果小班阶段，幼儿某方面的能
力没能得到很好的培养与锻炼，那么，培
养的任务就会被转移到中、大班，甚至小
学阶段。追踪许多生活能力欠缺的成年
人，最后总会发现问题出在他们年幼时。
因此，只有家庭与幼儿园携手，把幼儿的

“吃喝拉撒”当成一件大事，才能给他们的
未来发展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
苗族自治县幼儿园）

吃喝拉撒无小事
钱丽芬

前些日子，收拾东西时，我发现了
几双旧鞋子。刚开始想扔掉，但又觉
得可惜：是不是可以用来做点什么
呢？孩子们也许会有想法。

清洗干净后，我向孩子们展示了
这几双鞋子。

刚拿出来,立刻有孩子笑了起来：
“老师，怎么会有臭鞋子呀？”

“老师，你拿旧鞋子做什么呀？”
孩子们议论纷纷。显然他们对这

几双鞋子是好奇的。
“哦，今天鞋子想来个大变身，

需要大家来帮忙。想一想，可以怎么
做？”

孩子们马上讨论了起来：“老师，
我可不可以给它涂上颜色？”

“老师，可以给它画上小爱心。”
萱萱平时喜欢在美工区游戏，她

说：“老师，我可以把它变成小兔子。”
“哦，这个主意不错，怎么变呢？”
“粘上两只长耳朵，再粘上条短

尾巴。”
听了她的话，我夸奖说：“这个主

意真不错，可以试试。”
萱萱的想法给了孩子们更多的启

发，他们一下子又生发出更多想法，
有的想把鞋子变成小猫，有的想把鞋
子变成汽车，还有的想把鞋子变成弯
弯的小船⋯⋯

因为这几只鞋子，美工区里特别
忙碌。活动区里的许多废旧材料，如
卡纸、棉花、废布条、塑料盖、贝壳
等，都被他们找了出来。有的粘，有
的剪,有的画，有的涂色，大家干得
热火朝天。

由于鞋子数量有限，所以有的孩
子在选区的时候，并没有如愿以偿地
去进行鞋子的创意，泽泽就是其中之
一。在做活动计划时，泽泽就抢着说：

“老师，我也要去美工区玩鞋子，我也
想做只小兔子。”

听了他的话，我刚想说：“已经有
人要做小兔子了，你有没有别的想法？”
但一转念我忍住了，泽泽平时并不喜
欢美工区活动，不爱画画做手工。这
样的泽泽，如果能坚持做一只小兔子
也不错啊，我想。

但是，第一天泽泽的愿望没有达
成，因为他没选到鞋子。第二天一来园，
泽泽就兴奋地跑向我：“老师，你看！”

只见他的手里拿着一双旧鞋子，
像捡了个宝贝一样捧着。

看着这双鞋子，我突然记起前一
天说的话：“谁家里有不用的鞋子，可
以带到幼儿园继续创作。”没想到平日
心不在焉的泽泽竟然记住了，并且真
的带来了鞋子。

“泽泽，你真了不起。老师昨天布
置的小任务，你不仅记住了，而且还完
成了呢！”

听了我的夸奖，泽泽一下子打开
了话匣子：“老师，今天我也想做一只
小兔子，我想刷上颜色，再贴上胡子。”

我鼓励他：“我相信你肯定会做出
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话虽这样说，但泽泽真能坚持做
出一只小兔子吗？他做出的兔子会是
什么样的？我脑中满是疑惑和期待。

活动时间，泽泽抢先进入了美工
区。这时的泽泽很安静，很专注，完全
不是往常那个到处溜达、调皮捣蛋的
泽泽。

看着认真工作的泽泽，我却不镇
定了：只见他拿了蓝色的水粉刷鞋
子。鞋子是蓝色的，再刷上蓝色会好

看吗？白色不是更漂亮吗？
我很想去提醒泽泽，把我的想法

告诉他。可是，看到他歪着头，专注地
刷着鞋子，我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
去。他一点点刷着颜色，很慢、很轻、
很认真，我很吃惊：原来，泽泽也可以
这么专注做事啊！

更出乎我意料的还在后面。刷完
颜色，泽泽就开始进行兔子的装饰
了。他找来了四个瓶盖，把它们粘在
鞋子下面。

“泽泽，你不是要做一只小兔子
吗？”我问。

“我先给它装上轮子。”泽泽望了
我一眼说。

“可是，小兔子怎么会有轮子
呢？”我想让他明白，小兔子不是这
样的。

“这是它变身后的样子，它平时用
腿走路，变身后就用轮子了。”他解释道。

原来在泽泽的世界里，兔子是可
以变身的。

粘完瓶盖，泽泽找来卡纸，开始为
兔子做耳朵、嘴巴等。可是，看着那些
不规则的形状和粗糙的做工，我很想

说：这只耳朵剪得不漂亮，可以再长
些、大些；那个胡子贴得有些歪，左右
不对称。可是，看着泽泽认真的样子，
我又一次忍住了。

我自己的观点、看法在脑袋中不
停地打架，可是，泽泽却很满意自己的
作品:“老师，你看我做的小兔子！”他
举着自己的作品向我展示，脸上洋溢
着自豪的笑容。

我坚定地向他伸出了大拇指。
在活动交流分享时，我隆重地请

泽泽分享了他的作品。毫无悬念，泽
泽得到了表扬，不仅因为他难得有作
品和大家分享，更因为他创作时的专
注、认真和坚持感染了其他孩子。

看着孩子们满脸热情的样子，我
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不断在脑中回放
整个过程，不停审视活动中投入、享受
的泽泽和不断质疑、纠结的自己。直
到这时，我才终于意识到，好的作品，
并不等于好看的作品。只要孩子们认
真投入了，热情参与了，无论作品是什
么样，它都是好的作品。

（作者单位：山东省胶州市洋河镇
中心幼儿园）

好作品不等于好看
贾娟

成长智慧

家园共育

活动时，辰辰拿了一本科幻
漫画在看。秋实看见了就问辰
辰：“你的书讲的是未来世界，你
觉得未来是什么样子的？”辰辰想
了一会儿说：“这个我真没想过，
不过应该有很多先进的东西。那
你想过吗？”秋实点点头说：“想
过，要不我画给你看吧。”

下 午 离 园 前 ， 秋 实 把 他 的
“未来世界”画出来了，并高兴地
向大家介绍起来：“我梦想的未来
世界可漂亮了，有很厉害的机器
人，可以帮助警察叔叔指挥交
通，还可以开车带我们出去玩。
未来世界的汽车不但可以在地上
跑，还可以飞起来。”

大家问秋实：“你画的右下
方的机器人拿着铲子是在干吗？
难道那是它的武器？”秋实解释
道：“这个呀，是机器人在给我
们炒菜做饭吃。你们看左上方的
机器人，它正拎着篮子在超市买
菜呢。而上面拿着扫帚、簸箕的
机器人是在家里打扫卫生呢。它
还能帮助爸爸妈妈们照顾小宝
宝。看，右上方的机器人正拿着
奶瓶，准备给小宝宝喂奶呢。它
还 可 以 送 我 们 小 朋 友 去 上 学
呢。”

（本栏目图文由江苏省泰州市
医药高新区康居新城幼儿园教师
刘宇宸提供）

未来世界

童心童语

宫秋实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