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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菅宇正

超六成网友认为自闭症儿童
可以进入普通学校上学

2007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通
过决议，从 2008 年起，将每年的 4
月 2 日定为“世界自闭症关注
日”，以提高人们对自闭症和相关
研究以及自闭症患者的关注。

但目前， 自闭症儿童面临的
问题并不仅仅是无法彻底治愈。

由于对自闭症儿童认识不够
全面， 让自闭症儿童的上学路充
满坎坷。

据中国残联精协孤独症委员
会总监郭德华表示：“据我们了
解，目前只有 10%左右的自闭症孩
子能够进入普通学校学习。 ”

相关专家指出， 不能因为是
自闭症儿童就用一刀切的方式进
行分类， 接受何种教育应该根据
孩子的实际情况而定， 如果自闭
症儿童没有智力问题， 应该尽可
能地融入普通学校。

“在学校发生一些人际交往
等方面的问题， 这些在家里是不
可能解决的， 家里本身就没有这
样的环境。 ”郭德华说道，“虽然法
律明确规定公民都有接受义务教
育的权利， 但是国内缺少相应的
制度和法律保障， 再加上普通学
校缺乏专业的师资配备， 能够开
展融合教育的学校少之又少，再

加上学校、 老师对自闭症儿童认
识可能有偏差， 导致了绝大多数
自闭症儿童无法进入普通学校学
习，只能进入特殊学校、社会机构
或者回家。 ”

对于自闭症儿童可否进入普
通学校接受教育，争议颇多，有人
认为自闭症儿童经过康复治疗
后，若基本没有攻击他人、影响他
人的行为，能达到一定认知能力，
这样的儿童完全可以进入普通学
校，通过融合教育改善交往能力；
也有人认为， 自闭症儿童大多表
现为孤僻、 少语， 不愿交流的症
状， 在普通学校市场会受到孤立
和排挤， 在我国目前普通学校相
关专业师资力量不足的情况下，
只会让这些孩子变得更加孤独与
自闭，反而在专业的教育学校，可
以得到很好的康复治疗。

在今年“自闭症关注日”即将
来临之际，《公益时报》 联合凤凰
公益和问卷网推出本期“益调查”
———自闭症儿童可否进入普通学
校？ 调查从 20107 年 3 月 23 日开
始，截止到 3 月 27 日，结果显示
仅有 11.66%的网友表示对于自闭
症相关情况非常了解，66.76%的网
友表示对于自闭症比较了解，而

21.58%的网友则对自闭症并不了
解。

61.03%的网友认为可以进入
普通学校， 可以更好地帮助自闭
症儿童融入集体生活中； 但也有
38.97%的网友认为不可以让自闭
症儿童进入普通学校， 而应该在
专业的教育学校上学并进行康复
治疗，效果更好。

与之相反的是，52.48%的网友
表示普通学校可以拒绝， 自闭症
儿童会影响学校正常秩序， 而且
目前普通学校缺乏专业师资帮助
自闭症儿童融合； 另有 47.52%的
网友表示学校不应该拒绝， 因为
自闭症儿童同样有权接受教育，
校方应该加强专业师资力量。

在如何保证自闭症儿童获得
更好教育的问题上，40.82%的网友
表示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法
规，保证自闭症儿童合法权利，防
止因学校和老师的偏见而让自闭
症儿童无法接受良好教育；35.57%
的网友认为应该由政府和学校联
合，在专业师资方面加大投入，让
普通学校有能力开展融合教育；
另外，23.61%的网友认为应该加强
自闭症的宣传和普及， 让公众消
除偏见。

网友留言：

崔先生： 孩子和他父母
够可怜的了， 整天面对拒绝
太让人心疼了。

Sherry： 希望国家法律
的健全 : 第一，零拒绝 。 第
二，设置孩子入学评估体系，
以便跟据学生的需要提供教
育服务。第三，在每所普通学
校配备特殊教育老师等教学
资源， 设置特殊教育班或融
合班。

我的风铃之约： 自闭症
的孩子在普通的学校里能够
得到适合的教育吗？ 是不是
应该有些特别的措施啊 ，承
认孩子是不同的， 直接面对
他， 用最合适的治疗让孩子
走出自闭，才是最重要的。

Zhang： 普通学校教育
正常孩子， 特校学校教育有
缺陷的孩子，会更加专业，对
各方面都有好处。 国外不也
是在专门机构教的吗？ 分开
利于因材施教。

1、你是否了解自闭症？
A、非常了解 11.66%
B、比较了解 66.76%
C、不了解 21.58%

2、你认为自闭症儿童可否进入普通学校上学？
A、可以，进入普通学校可以帮助自闭症患儿更好地融入
61.03%

B、不可以，应该在专业的教育学校接受教育和康复治疗
38.97%

3、你认为普通学校是否该拒绝自闭症儿童?
A、应该，因为自闭症儿童可能影响学校正常教学，而且普
通学校目前并没有能力帮助自闭症儿童融合 52.48%
B、不应该，自闭症儿童有权利进入普通学校，学校应该适
当加强专业师资投。 47.52%

4、应该如何保证自闭症儿童获得更好的教育
A、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法规，防止因学校和老师的偏
见而拒绝接收自闭症儿童。 40.82%
B、政府和学校加强专业师资力量的投入，让普通学校有
能力开展融合教育。 35.57%
C、加强对自闭症的宣传与普及，让公众更全面地了解自
闭症，也让公众掌握相关知识，早发现，早干预。 23.61%

今年 50％以上养老院
要具备医疗服务能力

民政部、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全国老龄办 3 月 ２２ 日联合下发通知，决
定在全国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 明确提
出到 2017 年底，50％以上的养老院能够以不同形式为
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
专项行动从 2017 年开始，暂定四年。

点评：医养结合有了实质性的目标，将推动养老服
务能力的迅速提升。

每年为贫困毕业生
提供 1 万个工作岗位

3 月 26 日，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在杭州启动支持贫
困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扶贫项目。 该项目计划从 2017
年至 2020 年，动员 1000 家以上的浙（杭）企业，每年为
高校、 高职学校贫困家庭毕业生提供 1 万个左右在杭
州及周边地区的工作岗位。

点评：精准扶贫需要各方资源的投入，社会组织就
应该通过项目设置发挥链接和平台作用。

每年 170 万儿童
死于环境污染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世界卫生组织(WHO)组织发
布的两份新报告指出，5 岁以下儿童死亡中有四分之
一以上由不健康的环境造成。 环境污染每年夺走全球
170 万名 5 岁以下儿童的生命。

点评：通过采取环境行动，如减少蚊虫孳生地或覆
盖储存的饮水，就可以防止 20 万名 5 岁以下儿童死于
疟疾。

去年各类海洋灾害
直接经济损失 50 亿

国家海洋局日前发布《2016 年中国海洋灾害公
报》，《公报》显示，2016 年，我国各类海洋灾害共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 50 亿元，死亡（含失踪）60 人。

点评：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但对海洋灾害的重视
却远远不够，更没有与之相配的海洋保护社会组织。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3月 22日 武汉中拓康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300万元 设立“姜渭动物疫苗工程实验室”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年 3月 23日 普陀山佛教协会 800万元 剿灭劣 V类水工作 舟山市政府

2017年 3月 25日 微医 1亿元 支持睿医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7 年 3 月 20 日至 2017 年 3 月 26 日)
（制表：王勇）

3 月 21 日，一场“去阿拉善看树”的公益直播
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没有专业主播、没有
脱口秀，只是 8 个普通人，前往阿拉善探望“他们”
的梭梭树苗。 但这场面对 2 亿蚂蚁森林用户的直
播，却有望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公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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