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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像是一张白纸，比正常的
孩子心里面简单一些。”让黄慧娟感
动的是，小伟已经开始主动找自己讲
话，每天下课后到自己办公室门口张
望，希望跟老师交流。一次，黄老师
生病了，请了 2个星期假，小伟到处

问：“黄老师去哪了？”等黄慧娟病愈
回来的时候，小伟非常高兴，他主动
找黄慧娟问，“老师，我今天表现好
吗？”

不仅如此，但凡有老师和家长在
场，小伟可以敞开心扉和人对答如流
了。“以前是说2个字，后来是说一句
话，再到后来可以讲一段话了。”黄慧

娟说。
“再带他一年，孩子的状况可能会

更好，我的信心很大。”黄慧娟说，希望
小伟身上发生的奇迹，能让更多自闭
症家长看到希望。

自闭症孩子符敦伟在海口景山海甸分校随班就读5年：

孩子，你就是奇迹！

■ 马德军

来临高思源学校任校长，我遭受指责最多的
是让学生打扫厕所。当年撤掉清洁工，让学生自
己打扫厕所，其实有多方面的考虑：一是学校经
费紧张，请不起太多员工，导致厕所打扫不及时；
二是想培养学生的保洁意识；三是培养学生的劳
动习惯。没想到却招来铺天盖地的指责和谩骂，
很多家长打来电话质问：“校长，我的孩子到学校
是去打扫厕所的吗？”一些学生给我写信：“校长，
国家给学校的公用经费哪里去了？请不起人就
让我们扫厕所？”老师们也提出异议：“打扫厕所
时间长，耽误了学生的学习。”但是，这些指责和
非议并没有让我退缩，反而更坚定了我全力推进
的决心。我坚持把洗厕所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几
年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学生的劳动习惯养成
了，保洁意识增强了，学校的经费节省了，各种指
责偃旗息鼓了。

反思我们的教育，很多的大包大揽，造成了
太大的负面影响，逐渐背离了我们的初衷。我们
增加一些员工，本想改善学生的生活环境，却造
就了一群懒汉，有些学生吃饭以后连碗都懒得
洗，随意丢在餐桌上；我们强化学校的安全责任，
本想让学生的安全更有保障，却造就了一些无
赖，引来了不少家长有理没理找学校；国家给予
贫困学生生活补助，本想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
失学，却培养了一部分人等靠要的习惯，他们以
获得资助为荣，他们不知感恩，不思进取；国家免
除学生的学费和课本费，本是减轻家长的负担，
并没免去家长对子女教育的义务，有些家长把孩
子送到学校，认为一切万事大吉，剩下的就是老
师的事了。

我们的政府，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
培养高素质的教师，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们不能把
家长的义务全免了。好的教育，都是家长参与度高
的教育。在这点上，台湾很多学校的做法，值得我
们借鉴。他们把家长作为学校的重要资源，有知识
的家长，到学校开设专业的讲座；有钱的家长，帮助
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没钱的家长，也到学校做义
工。这样，学校成为大家共同的学校，学生和家长
都以能为学校做点什么为荣，一代一代传承，深入
学生的骨子里，人的素质可想而知。

现在，学校差不多把孩子的事全给包揽了。
清洁卫生有物业打理，吃饭有食堂员工洗餐具，
洗衣服有洗衣店，上学放学有家长接送，有些孩
子甚至书包都由父母帮着背，他们剩下的就是一
心一意的学习。学校的大包大揽，从根源上说，
还是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的影响。学校以教学为
中心，变成了以考试成绩为中心，淡化了教育最
本质的目标，对学生习惯养成和品格的培养退居
其次。家长和老师普遍关心的是学生的学习成
绩，担心这些劳动课程会影响学生的学习。

很难想象，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
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孩子在承担
责任的过程中才能培养责任感。美好的生活环
境，要靠我们自己去打理；良好的生活习惯，要靠
我们从小去培养。孩子自己能做的事，一定要让
孩子自己去做。特别是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情，要
让孩子多参与。拖地板，擦窗户，洗厕所，这些都
是学生力所能及的，让孩子自己去做，好处多多：
一是培养了孩子的服务意识和劳动技能，为今后
走上社会打下基础；二是孩子在完成任务的过程
中逐渐明白自己的责任，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
心；三是学生在劳动过程中体会到劳动的艰辛，
从而更加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四是学生完成了
自己的任务，可以欣赏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感受
到成功的喜悦。

教育的本质是改善生命的质量，品格、习惯、
意志力、责任心等都是生命质量的重要元素，这
些才是教育的根，知识与技能充其量也只是茎
叶。我们切不可本末倒置，甚至舍本逐末，为了
学生的考试成绩，忘记了最为本质的目标。

教育，请别以为了孩子未来的名义，把学生
的一切都包揽！

屯昌推进义务教育
学校学区制管理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邓积钊）记者从
屯昌县教育局获悉，在新的学年里，屯昌教育局开
始实行学区制教育管理。

学区制管理机制，即建立学校联盟，实行优质
学校与薄弱学校结对帮扶的“捆绑式发展”，实现
学区内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九年一贯免试就
近入学的入学模式，形成校际间、学段间、区域间
合作的共生机制，探索学区资源优化整合的有效
途径，达到学区内学校共享资源，优势互补，整体
运行，共同发展之目的。

屯昌教育局分别以屯昌中学、红旗中学、向阳
中心小学、屯昌小学、红旗小学、思源实验学校为学
区长，将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共分成六个学区。

■ 本报记者 刘操

在景山海甸分校随班就读5年，
这学期，小伟升入6年级。新的问题
来了，在一年后，小伟何去何从？

小伟爸爸说，儿子读完小学后，
把他送到专门的学校培养他日常生
活的技能也许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

海口景山海甸分校校长邢益宝
也认为，小伟5年的小学成长达到了
家长和学校的预期，是时候考虑把
他送到特殊学校去训练特殊技能，
让他未来在生活上可以自理。“在生
活上教他，可以分解20、30个点出
来，比如去买东西会不会算账，要求
他做到哪里，不断反复的练，一个点
一个点来学习，可以找一个人一对一
来辅导他做专项训练，最终让他可以
独立生活。”

省特教学校副校长吴若江却不
这么认为，他说，“如果把孩子送去特
殊学校，那里的学生都是自闭的，对
他的人生发展，个体发育都将面临很
大的阻力。”吴若江说，对于自闭症的
儿童，发展、发育最好的形式就是随
班就读。“跟正常的孩子一起成长这
是一个很正确的理念。他只有在一
个正常人的环境里面，才会慢慢地敞
开心扉，慢慢地融入到我们正常人的
社会里面去。”

对于家长和校长提出培养孩子
自立、自理技能的想法，吴若江提出，
可以让孩子跟班学习的同时，让他的
家长在课堂外对他进行康复训练。
他说，海南特教学校会关注小伟的成
长情况，给家长设计个别化家庭支持
计划，帮助小伟更好的随班就读。

“让自闭症孩子随班就读期间享
受到适合他们成长的教育，我省在这
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他说，普通学校
是接纳残疾儿童的主体，但像景山海
甸分校一样，帮助自闭症儿童营造出
一个成长环境的学校却并不多。

“小伟的记忆力好，就要让他在
这个方向有所建树，将来也利用这个
技能就业，找到一个可以适合他工作
岗位。”吴若江说。

对自闭症孩子训练有经验的省
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李玲，同样赞成小
伟继续在普通学校读书。“在特殊学
校只能简单的接受技能训练。”

李玲建议，对于小孩子的技能训
练，可以让家长在家中对其开展、完
成。“只要孩子的行为不影响到班级
的教学秩序，完全可以在学校继续学
习。”李玲还呼吁普通学校能给更多
自闭症孩子以学习的机会，接纳他
们。她表示，内地的一些学校，安排
专门的教师资源陪伴自闭症的孩子
成长，给他们提供照顾，值得借鉴。

青年学者羽戈曾说：
“要融化一块坚冰，最好的
办法就是将其放进火炉，要
治疗一个人的自闭，最好的
办法就是将其置入开放而
温情的空间，用你的温柔让
他安静，用你的爱让他光
明。”

5 年前，8 岁大的自闭
症孩子符敦伟走进了海口
景山海甸分校，开启了他在
知识的殿堂里探索生命意
义的历程。小伟不知道，没
了父母的照料进入正常学
校的他，不仅面对着无法融
入课堂的窘境，而且面对着
随时会被劝退的危险。但
爱心眷顾了他，在父母、老
师、同学共同的帮助下，他
创造出了自闭症孩子随班
就读成长的奇迹。

■ 本报记者 刘操

2003年出生的小伟少了许多活泼
欢乐的成长片段，幼年时期他就被诊
断患上了自闭症。

小伟的爸爸从未气馁，一直想方
设法给孩子寻找改善病症的机会。小
伟三岁多时，父亲把他送往自闭症培
训中心接受康复训练。

自闭症孩子最突出的是人际交往
障碍。到了6岁，小伟该上学了，可他

一见到陌生人，还是习惯躲在熟人的
身后，不愿说话。

小伟爸爸有了将儿子送到普通学
校读书的念头，“让他多接触外面的世
界，可以跟更多的人交流。”

小伟爸爸联系了多家公立学校，
但都被告知不予接纳。他又联系了

私立学校海口景山海甸分校，同样
被告知“小伟入学测试不合格”。这
次，小伟爸爸没有放弃，三番五次来
到学校，堵住校长请他给儿子一个
机会。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景山海甸分
校校长邢益宝至今仍很纠结，“要也不

是，怕孩子跟不上，无法接受管理，又
影响到别人”，“不要也不是，看到孩子
父亲期待的眼光，很同情”。

这是一次艰难的选择，邢益宝最
终被小伟父母的执着所感动，决定破
例“冒一次险”，让小伟像普通孩子一
样入学“试一试”。为了减轻老师们的
压力，邢益宝提出小伟的成绩不计入
学校对任课老师的考核范围。

自闭症孩子随班就读不会一帆风
顺。

9月2日，在景山海甸分校6年级3
班的语文课课堂上，整节课，坐在最后
一排的小伟始终翘着课椅。

在邢益宝的记忆中，这并不是小
伟“不听话的时候”，在刚入学的那段
日子里，小伟能够正常坐在教室里都
很吃力，“基本上不理睬人，停留在自
己的世界里，老师上课他玩自己的，一
般不怎么听课。”

一次，在一堂几百人公开课上，小
伟突然从坐位上站起，跑到了正在讲
台上讲课的邢益宝身边。邢益宝“安
抚”小伟坐在教室的第一排，课才得以
继续下去。

不仅如此，小伟还有自己专门的
“生物钟”，时至今日，只要下课铃声一
响，不管讲台上的老师有没有上完课，

他都会打开门跑出教室。
5年里，有4名老师给小伟做过班

主任，老师们无一例外感到压力巨
大。“我任教10多年了，没遇到过患有
自闭症的学生，我又没有特殊教育的
任教经历，刚接手工作时会很害怕。”
从5年级开始做小伟班主任的黄慧娟
说。

在最初入学的那段时间，小伟与
同学们的交流也有不少障碍。同班同
学小张说，低年级时候的小伟很不容
易“沟通”，一般说话的时候也“只会用
两个字的词语”来表达意思。

进入五年级，青春期发育早的小
伟个头长到了一米八五，课堂上的他
时常“躁动”不安。

“学校一段时间有准备劝退他的想
法。”黄慧娟说，小伟的父母为此向学校
做了保证。

面对小伟在学校出现的种种的问
题，没有丝毫犹豫坚持不放弃的是他
的父母。过去5年里，小伟爸爸每个星
期固定来学校两次，跟老师沟通“孩子
哪里做得不好，哪里需要改进？”

小伟是走读生。每天晚上，父母
把他接回家，都会督促他改掉课堂上
的一些坏习惯。

父母长期的叮咛，“穿校服、戴红
领巾、上课要听话、离开教室要把灯关
了”这些“规矩”小伟都牢牢记住并做
到。

老师们同样对他付出了包容和关
爱。邢益宝说，在关注小伟成长的过
程中，自己最为关心的是“老师有没有
给孩子出难题，其他小孩有没有歧视
他。”为此，他要求所有的老师要对小
伟有足够的耐心。

班主任黄慧娟就定下了一条班规：
全班的同学都不能在表情、言语上对小
伟有任何伤害。而在小伟每完成一项
课堂学习任务时，全班同学要给与他掌

声激励。“要让所有同学从心里面接受
他，觉得小伟是班上的一员，大家都要
主动跟他沟通，鼓励他、帮助他，保护
他。”黄慧娟说。

“小伟有没有做笔记？”黄慧娟喜
欢和小伟沟通，下课后经常会来询问
小伟的功课。看到小伟不说话，黄慧
娟接着说：“小伟，没做笔记老师要打
小手了。”小伟马上回答：“小伟很乖，
马上就写。”

“在课上，不管小伟理不理我，都
要点他的名，如果他答不出就给他指
引，给他降低难度，想方设法让他融入
我们的课堂。”黄慧娟说。

同学们也给与小伟足够的关心，
经常帮助小伟记录课堂作业的唐子雁
会时不时询问他课堂上“写了什么”，
督促他课后“完成作业”。

时间一长，小伟也越来越习惯校
园的学习生活，“他现在对上学比较感

兴趣，挺高兴的，你说不让他上学会不
高兴。”小伟爸爸说。

“自闭症的孩子，我们包容他就是
给他一个机会，你对他没有恶意，不嘲
笑他，对他信任，允许你走进他，他会
主动跟你沟通，你会比你想象中还要
主动。”黄慧娟说。

按小伟爸爸最初的想法，小伟只
要能在小学课堂上学到一点知识就可
以了，至于能够学到的多学到的少并
不强求。

但黄慧娟觉得，小伟是个聪明的
孩子，“他可以做作业，可以写、也可以
读，而且记忆力非常好，我就要求他做
到最好。

不久前，黄慧娟发现小伟会背古

诗，就用3天时间陪伴小伟将数十首古
诗几乎全部背完。在接下来的语文课
上，在黄慧娟的鼓励下，小伟和班级另
一位男同学PK背诵古诗，小伟一边背
诵，老师和同学一边不停地给他掌
声。结果，小伟背出了30多首诗胜出。

这学期开学第一天，黄慧娟找到
小伟，希望他把课本第一课的内容全
部背会。等待第二天的语文课上，小
伟就真的全篇背诵了下来。

真诚的启发带来了不错的学习效
果，小伟开始信任老师，开始对课堂感

兴趣。有时，看着小伟漫不经心好似
时常走神的一节课下来，他其实记录
下来整整一页的笔记。“他比以前乖了
很多，现在在课堂上会用心听课
了。 ”黄慧娟说。

在上个学期的期末考试上，小伟
英语考出了92分的成绩，数学也得到
了80多分。“学习成绩比很多正常的小
孩子都要好”黄慧娟说。

“总躲在人身后”的小伟上学了

求学路并非一帆风顺

用爱给自闭症孩子找方向

学习成绩比一些同学都要好

省特教专家谈符敦伟：

请帮他慢慢敞开心扉，
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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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自闭症家长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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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伟与同学们相处交流。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