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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 王海叶

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启智一（2）班
学生共有12人，患自闭症的4人，无语言的8
人，“唐宝宝”（患唐氏综合症的孩子的简称）3
人，年龄7至12岁。这个班的学生除了一名
自闭症学生是受过相关机构训练过的，两名
学生是上完普小二年级转学来的，其余均是
未上过学，在家放养型的智障孩子。12个学
生12种性格，个个都是一头小倔牛，闹起脾气
来真是让带班老师招架不住。

开学一个月了，两位班主任老师还是一
刻都不能离开教室，老师们不停地观察孩子
的变化，观察孩子的各种表现，发现学生们的
行为问题特别多。其中有攻击性行为的学生
有好几个，不想说话不理人的有两三个，不听
指令的也有几个，还有一个同学是死活不愿
意进教室的……面对这些有着不同个体差异
的智障孩子，一开始老师们可真是伤透了脑
筋，但是再怎么难，老师们也都在用各种办法
尽全力在帮助孩子们进步。

这个班的学生无语言的占了大半，学生
又多是放养型的，和家长沟通后了解到孩子
多数是给爷爷奶奶带，或是在家里只要有电
脑和手机，孩子就能一整天不出房间。跟这
种孩子说话，他不会理会你。另外，海南许多
孩子在家里说的是方言，到学校后听不懂普
通话，这也给老师的教学带来了相当大的难
度。由于孩子从没有离开过家人，现在送来
学校就显得极不适应，所以这个班几乎每天
早晨父母把孩子送进教室后，当父母离开时
就总会有那么几个嚎啕大哭的。一开始上课
时，老师喊上课——起立，学生没有一个回
应，都很木讷地坐在位置上，斜着头看老师，
留下老师一个人在唱独角戏。老师嗓门再大
这群孩子也不理会老师说什么。老师们也会
生气吧，生气也于事无补，上课时一个一个将
学生拽起来发言，可有些孩子就是坐着不
动。许多时候，老师们真的是感觉很无助，

一个月后，老师让陪读的家长都撤了，又
经过一段耐心的训练，学生的情况终于略有
起色了。至少老师喊“起立”时有9成的学生
及时地站起来，喊“坐下”也有一多半的学生
能及时地坐下。喊“排队“时学生可以快速地
把凳子轻放到桌子下面然后跑到自己的位置
上站好，”喊“名字懂得回应，有语音的能够应
答，无语言的能够举手，在走道上走整体能够
服从指令，学生们这些变化多少给了老师们
一些安慰，让她们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勇气与
支撑点。

如今，一（2）班的“小倔牛”们越来越有进
步了，那个不愿意进教室的孩子可以安安稳
稳坐在教室上好一节课了；刚来时不听指令
的孩子能够按指令做些简单的动作了；不吃
菜只吃肉的孩子也能不挑食了……在老师们
的眼中，每一位智障孩子也都是天使，虽然在
他们刚入学时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与缺陷，
但是充满爱心的老师们会陪伴着他们慢慢朝
前走。

启智班新生
入学记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遗憾：我省特教现状底数不清

记者：吴校长，为什么您要去调查我省
特殊教育的现状呢？

吴若江：我国的特殊教育历史140年，
而我省特殊教育的历史仅25年，近几年，我
省的特殊教育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加大
了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的建设力度和
发展步伐，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但作为特殊教育的研究者，我一直心里
有个遗憾，就是我省特殊教育的“底数”不
清。

以前，省教育厅和省残联都曾发文，要
求普查我省特殊教育基本情况，但最后两部
门收上来的数据却总是不一致。省教育厅
在2013年和2014年又连续两年发文要求
普查适龄残疾儿童入学情况，但真实可信的
一手数据仍很难准确获得。

这里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因为基层
调查人员专业知识缺乏，缺少实地走访；第二
个重要原因是，有些特殊教育的学前康复机
构、残疾儿童托育机构以及特殊教育职业培
训机构，是通过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未经过教
育部门。因为经过教育部门申请办学校门槛
较高，需要有土地和师资力量等，一般人不容
易具备条件，但到民政部门申请成立培训机
构则要相对容易。但也导致这部分特殊教育
机构因为教育部门不知其存在，难将其纳入
特殊教育范畴管理。

今年4月，我主持并申报立项了我省专
项课题《海南省特殊教育提升策略之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法、网络查询法、电话访问法、
实地走访法等方法，于今年10月30日前完
成了我省特殊教育现状的调查。

问题：公立不足，
私立特教机构收费高

记者：根据您的调查，我省由教育部
门 主 管 的 公 办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达 到 了 7
所。民政、残联、卫生部门依托医疗机构
主办了 8 所公立的医教结合的各类残疾
儿童学前康复机构。您还披露了 11 家私
立特殊教育机构的情况，且其中多家都是
针对孤独症患儿的，是什么催生这些私立
特教机构？这些私立特殊教育机构情况
如何？

吴若江：“久病成良医”，由于公立特
教学校和公立的康复机构容量有限，而孤
独症患儿现在越来越多，但全省能接受孤
独症患儿入学的特教学校学位有限。像
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2014 年的智
障和孤独症孩子的招生名额也只有 48
名。每个班12人，招4个班，这48名已经
是极限了，因为按规定，特殊教育实行小
班制，智障和孤独症孩子的班级每个班应
是6至8人。

因为公办机构学位太少，孩子无地可
去。一些孤独症患儿的家长被迫联合起来
办学，自己请教师来教孩子，私人的特殊教
育培训机构多数是以这种情况办起来的。

这些私立特殊教育机构都实行高收费
制度，据了解，他们实行一对一康复训练，每
小时150-200元，很多家庭经济实力有限，
根本不敢全天送孩子来学习，只能一个星期
上两三次课，这样断断续续“上学”效果也很
难保证。

以省内最大的私立特教机构海口天翼
特殊教育学校为例，该校每月每个孩子的收
费达2000元左右，还算是便宜的。因为特
殊教育是3个孩子配一个老师，办学成本较
高，如果私立机构不实行高收费，可能就面
临办不下去的困窘。但收费一高，家长又承
受不起。

责任：需要保障

残疾孩子受教育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将有相当一部分这
样的孩子公立学校进不了，私立培训机构上
不起，只能被困在家里？

吴若江：是啊，这个情况肯定存在！这
样的孩子得不到及时的教育，就只能逐步被
家庭和社会边缘化。每一个人来到世上，都
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对残疾孩子来说，受教
育更意味着是学会生存的权利。

有一次我在省内某大学进行特殊教育
的讲座，我很吃惊地听到一句话，“国家有很
多中职的课程连课标都没有，更何况特殊教
育的课程改革滞后？国家还没有时间和精
力顾及特殊教育。”这种观念绝非个别，但完
全是错误的。健全人即使一个字不识，他也
能学会基本生活，但残疾人，有残疾缺陷，很
多重度残疾孩子如果我们不是特意教会他
上厕所，教他学习洗衣服，做饭做菜，他连生
存都困难！教一个残疾人学会生存的本领，
能使整个家庭都得到解放，能幸福一家子！
所以说，发展特殊教育更为迫切。

目标：到2016年残疾儿童
入学率达90%以上

记者：省政府办公厅今年7月22日颁布
了我省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未来两
年我省特殊教育提升的目标是什么？

吴若江：我省提升计划中明确提出保障
适龄残疾少年儿童能够“全覆盖、零拒绝”接
受义务教育。到2016年，残疾儿童少年义
务教育入学率要达到90%以上。

在琼海、万宁、东方、定安、屯昌、陵水、
昌江新建7所特教学校，在中部市县新建1
所海南省中部特教学校，辐射五指山、保亭
和琼中等中部市县。到2016年，力争全省
30万人口以上及接近30万人口的市县均
建成1所特教学校。其中，海南中部特教学
校由省财政投入资金建设，其他7个新建市
县特教学校和临高等市县改扩建特教学校
由省财政和市县财政按比例分担建设资
金，分担比例为：贫困市县5：5，其余市县
4：6。

成立海南省特殊教育教学指导与资源
中心；每个市县至少建成1个特殊教育资源
教室；各市县要选择1-2个乡镇试点开展送
教上门服务等等。

着急：新建8所特教
学校迟迟未有动静

记者：提升计划颁布4个月来，制定的目
标哪些已经落实了，哪些还有待落实呢？

吴若江：提高残疾儿童生均公用经费
已经在特校落实了，但随班就读学校没有
落实；特殊教育教师特教津贴海口和三亚
落实了，其他市县没有落实到位；特殊教
育教师师徒结对帮扶活动项目已经由省
教育厅组织实施了；开展医教结合和送教
上门实验已经启动了；今年省教育厅与北
师大联合组织了我省特教管理干部培训
班和骨干教师培训班，并选派了大量教师
参加各种业务培训；教学指导与资源中心
建设方案已经初定，年底有望挂牌成立；
省级和海口市教研机构配有特殊教育教
研员，但都不是学特殊教育专业的，独立
开展工作困难。

但数月已过，全省新建8所特教学校的
事情，目前还未有动静。

有些人观念存在误区，认为特殊教育只
是教育部门和残联的事情。对应国家方案，
我省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是由省教
育厅、省发改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
社厅、省卫计委、省残联等7部门联合发文
下达的，这就是在强调落实特殊教育提升计
划，需要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共同发力促
落实。如果就这样一直静悄悄，恐怕到
2016年计划都难以完成。

建议：五大举措
促进特殊教育发展

记者：您觉得我们省特殊教育事业提升
和发展的方向在哪里？应该有哪些措施来
促进事业的发展呢？

吴若江：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全面落
实特殊教育计划制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我认为：一是成立特殊教育集团。将
各市县特校名为“海南（XX市县）特殊教
育学校”，办学主体为市县政府，教学业务
和招生范围归省里统筹协调。聋教育由
几所大校办，市县特校集中精力办培智教
育、随班就读巡回指导和送教上门。北
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成功经验是：把综合
性特校拆分为单一类型特校，管理与教学
才能更精、更细，才能实现内涵发展和质
量的提升。

二是加强师资培训和教学交流。由
省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统筹，覆盖所有机
构，积极开展师资培训和教学交流活动。
不要教育和残联、医院各自为政，要建立

“大特教”概念。三是在省特殊教育资源
中心下设立随班就读巡回指导中心，在市
县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中设立随班就读巡
回指导专职教师岗位，辐射乡镇点校。四
是成立海南省工读学校，完善特殊教育机
构体系。五是开展特殊教育督导评估。
保障经费投入、教师待遇、工作机制等各
项政策落到实处。

我省针对残疾孩子的特殊教育机构有多少？每年我省的残疾适龄儿童有多少？他们都能顺利地入学吗？
12月3日是世界残疾人日，本期教育周刊把目光投向我省特殊教育。今年7月，省政府办公厅颁布了我省特殊
教育提升实施方案，4个多月已过，目前落实情况如何？就我省特殊教育相关情况，教育周刊记者专访了我省特
殊教育省级教育科研规划专家、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吴若江。吴若江从今年4月起，利用半年的时
间，对我省的特殊教育现状进行了一番摸底调查。

我省特殊教育专家吴若江：

特殊教育，等不起

■ 海南华侨中学初一（1）班 彭瑾仪

世界上，有校服，有礼服，有制服，有
工作服……各类衣服甚至奇装异服数不
胜数，可是，唯一一件属于我自己设计的，
让我爱不释手的衣服，就是我们班——海
南华侨中学2017届（1）班的班服。

一个月前，我积极响应班主任金老师
的号召，按照自己的想法为我们班设计了
一款班服。当我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精心
绘制的设计稿交到老师手上的时候，我的

心中满怀了期待，我想，如果全班同学都
能穿上自己设计的属于我们班特有的服
装，那该是一件多么开心和值得骄傲的事
情！没想到，幸运真的降临到了我的头
上，我设计的班服竟然在众多的设计方案
中脱颖而出，被老师和同学们选中了！

瞧，它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件普普通通
的白色棉质T恤，但那胸前金色的皇冠已
经显示出了它的与众不同，细心观察，这
顶皇冠原来是由一组对称的“NO.1”通过
巧妙的设计构成的，皇冠下方围绕着

“Hainan Overseas Chinese Middle
Scool ”（海南华侨中学）的字样，字符的
后方是一对象征着腾飞的翅膀。整个班
服正面的图样承载着“奋勇争先，勇夺桂
冠”的精神，凸显出属于我们一班同学特
有的豪迈与气概。在班服的后背上方，是
我班蔡灵语同学设计的班徽——圆形的
班徽体现出团结，圆圈里面的书本图案象
征的是“知识”，书本上跃起的一组星星则
代表了希望和梦想，围绕在书本两旁的是
一组对称的绿芽，这是对健康、活力与成
长的最好诠释。在班服背面印上班徽，不
只是为了更漂亮，更重要的是，这小小的
班徽对于我们而言，它就是一种精神符
号，总能不断地激励我们，鞭策我们。同
学们都说，穿上我们的班服，仿佛全身都

散发出了自信的光芒。它在悄悄提醒我：
“你是侨中初一（1）班的一份子，要做最
棒的自己，为班上争光！”

说起我们班班服第一次集体亮相，那
是在上个星期我校举办的第45 届运动
会开幕式上。当我们班全体同学身穿崭
新的班服，迈着豪迈的步伐，整齐地喊着

“我是（1）班，奋勇争先，团结协作，勇夺
桂冠！”的响亮口号，自信地从主席台前走
过的时候，那一刻，我能感受到，我与同学
们的心是如此的贴近，我是如此的充满力
量，甚至全身的血液都是沸腾的！

约稿启事：同学们，你们学校是否也
发生了值得分享的好事和开心事，海南日报
教育周刊邀请你们当“小通讯员”,快点写来告
诉我们哦。投稿信箱2996130659@qq.com

我为班级设计班服

你知道残疾人有哪些节日吗

国际残疾人日，每年12月3日（1992年起）
国际聋人节，每年9月第4个星期日（1958年起）

国际盲人节（白手杖节），每年10月15日（1984年起）
世界孤独症日，每年4月2日（2008年开始）

世界精神卫生日，每年10月10日（2000年起）
世界视觉日，每年10月第二个星期四（2000年起）
全国助残日 ，每年5月第三个星期日（1991年开始）
全国肢体人活动日，每年8月11日（ 2010年开始）

全国爱眼日，每年6月6日（1996年开始）
全国爱耳日，每年3月3日（2000年开始）
全国特奥日，每年7月20日（2007年起）

教育部门主管的7所公立特教学校
海口特校

从小学到中职，招收聋、盲、智障、自闭、脑瘫、综合等
残疾类别，面向全省招生

文昌特校
小学到初中，只招收聋学生，基本上隔年招生，

办过中专，现在停办

临高特校
招收聋和智障，各1个班，不分年级的复式班教学，

今年9月独立成校

澄迈特校
儋州特校
乐东特校

2013年开始招生的新学校，聋和智障兼招

三亚特校
2008年批准建校，今年9月开始招生，

聋和智障兼招

11所私立特殊教育机构
海南杏林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海口天翼特殊教育学校
海口雨润特教培训中心

美兰区金色儿童智障（孤独症）康复培训中心
海口星辰家庭支援中心
秀英区佰佳聋儿康复中心
美兰区惠康聋儿康复中心
美兰区万福聋儿康复中心

海南关爱脑病康复医院康复中心
三亚惠康儿童康复中心

三亚光明连接脑瘫儿童康复中心

非教育部门主管的8个公立特殊教育机构
省聋儿康复中心（省残联）

省盲人按摩培训中心（省残联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省智障(孤独症)儿童康复中心（省人民医院）
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中心（省妇幼保健院）
省安宁医院自闭症康复中心（省安宁医院）

海口市福利院康复教育部（海口市社会福利院）
琼山区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琼山区残联）

三亚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三亚市残联）在建

我省特殊教育发展现状

我省特
殊教育学校
偏少，没有达
到国家30万
人口的市县
必须建立一
所特殊教育
学校的要求

私立特
殊教育机构
都实行高收
费 制 度 ，一
对一康复训
练 ，每 小 时
150-200元，
很多家庭难
以承受。

编
者
按

国际残疾人日
特别策划

⬅ 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王海叶老
师在给一（2）班的“小倔牛”们上课。

李春梅 摄

瞧，这些在海南（海口）特教学校上学的孩子们，笑得多开心。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JY
缤纷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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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是我们设计的班服。 彭志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