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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纳教育：让教育回归本质
“你好，我的名字叫小枝，住

在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 别看我
个头不大， 我的梦想可很大哦！
我想成为一名军人，将来保卫国
家！ ”这是一名患有侏儒症儿童
的梦想。

小枝上六年级了，因为侏儒
症，看起来比班里其他同学年龄
都要小一些。 他的智力以及各方
面的发展和其他小朋友都一样，
但是因为身高原因让小枝在同
班同学中比较“突出”。 其实他是
一个敏感的小男孩，他有所有六
年级孩子都会有的各种问题，也
有对未来的思考。

“我个子不高，读过的书有
两层楼高。 ”

“我的视界模糊，但我可以
透过相机用心去看。 ”

“我不能讲话，舞蹈就是我
最美的语言。 ”

“我走得不快，但我追寻梦
想从未停下脚步。 ”

这些分别是来自身体有缺
陷的残障儿童的梦想，世界上每
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
自己的梦想，他们也不例外。 有
一群孩子，因为先天或后天的原
因和健全的孩子有所不同，但这
并不能阻止他们的思想和梦想，
更不是他们在漫漫求学路上备
受歧视的理由。

8 月底， 在北京亦庄某商场
的中庭， 出现了一幅幅醒目、特
别的摄影作品。 展出作品很丰
富，有人物、有动物、有自然，很
难有人想到，这些作品出自云南
大山里的孩子们之手，小枝也是
这次展览作品的作者之一。

摄影展由国际儿童公益机
构———救助儿童会主办，参与展
览的一共 6 名儿童，其中有 3 名
残障儿童，主办方希望向公众呈
现残障儿童可以通过摄影艺术
的形式更好地表达自己。

发掘残障儿童更多表达方式

参展的 6 个孩子在救助儿
童会的帮助下，从 2016 年 9 月开
始，每隔三个月就会上一次为期
一周的摄影课，新锐摄影师刘禹
阳就是他们的固定老师，这也是
救助儿童会在云南景东的一所
全纳教育试点学校开展的“摄影
培训”课程。

救助儿童会为每位儿童配

发了相机， 因为地处偏远山区，
很少接触数码产品的孩子们对
相机充满了新奇，学习起来也非
常积极。 刘禹阳手把手地教孩子
们如何使用相机、光影和构图原
理、人物摄影和风光摄影的不同
技巧，并为学生们布置一些需要
独立完成的作业。

刘禹阳在上课的同时，将
“全纳教育”的理念融入到摄影
课堂上， 并得到了孩子们很好
的回应， 他表示：“小枝因家族
遗传， 个子比同龄孩子矮小很
多， 可是学校里的同学一点都
不会排斥他， 他们从全纳教育
里学习到，‘每个人都是独特
的， 我们应该拥抱彼此的不一
样’。 ”

小枝说：“我和我的小伙伴
们都深深地喜欢上了摄影，它让
生活更加多彩，它让我们变的更
加快乐！ ”

摄影培训项目结束后，其中
一个孩子的梦想是：“我想让我
的照片绕地球一圈！ ”

经过和孩子们的近距离接
触，刘禹阳说：“我参与这个摄影
项目感触最深的就是发现残障
儿童需要的不是同情或是爱心，
而是更多的耐心，当老师愿意给
他们一个机会，根据他们的情况
循序善诱，很多孩子都会成为更
好的自己。 ”

推动全纳教育在中国发展

“摄影培训”课程只是救助
儿童会“全纳教育”项目中的子
项目，救助儿童会于 2009 年开始
在中国推动“全纳教育”，旨在推
广全纳教育理念，呼吁公众关注
残障儿童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
的权利，为每一名儿童创造更加
融合、更有利于孩子潜能发展的
教育环境。

全纳教育，或称“融合教育”
（inclusive education）是 1994 年 6
月 10 日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召开
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上
通过的一项宣言中提出的一种
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过程，它容
纳所有学生， 反对歧视排斥，促
进积极参与， 注重集体合作，满
足不同需求， 是一种没有排斥、
没有歧视、没有分类的教育。

在救助儿童会“全纳教育”
项目负责人罗荔芊的眼中，全纳
教育只不过是让教育回归本质，
就像孔子说的“因材施教，有教
无类”。

救助儿童会负责传播和倡
导事务的经理贺丹认为：“全纳
教育的意义让这个社会变得更
好更有温情。 ”

救助儿童会顾问蒋黎则表
示：“全纳教育其实是一种个性

化服务， 需要针对孩子的情况，
制定培训内容。 ”

罗荔芊说：“早前我们把教育
分为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因为技
术、人力以及人的观念意识等各种
原因，没有办法把两者融合，把两
者有区别的进行对待和帮助，这也
是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阶段，全
纳教育和特殊教育的不同点在于
它服务的是全体儿童，只不过以针
对残障儿童为切入口，来帮助他们
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全纳教育是教育均衡化和
教育本质的回归。 ”

2009 年“欧盟项目”是全纳
教育项目的起点，当时考虑到西
部的教育现状相对落后，也响应
国家对西部教育扶持的号召，
“全纳教育” 项目在西南地区落
地生根。 在政府和合作伙伴的支
持下，救助儿童会在云南、四川
40 所学校开展了试点。截至 2017
年底，救助儿童会的全纳教育项
目已惠及了超过 43,700 名儿童，
其中包括 901 名残障儿童。

救助儿童会在云南、 四川、
新疆三地建立七个县（市）级特
殊教育资源中心并逐步运转，之
后扩大项目成果到省、 市级范
围，进一步在多部门合作、残疾
人专家委员会建立、全纳教育培
训课程开发、全纳实践质量指标
体系开发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全方位构建全纳教育体系

近十年来的全纳教育推广
工作，也让救助儿童会形成了一
套相对成熟的工作体系。 罗荔芊
向《公益时报》记者介绍，目前救
助儿童会在“全纳教育”项目执
行的多个层面已经形成体系：

1、师资培训
全纳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师

资力量， 要改变教师传统的教学
观点和方法， 才能给孩子带来福
利。目前，救助儿童会我们在教师
培训模块已经建立了成熟的教师
培训体系，包括核心讲师、全纳教
育教师进阶培训课程，线上、线下
课程目前都已经具备。

支持国内多所师范院校开发
全纳教育相关课程， 让全纳教育
内容渗透到教师职前课程培养体
系中，目前已有超过 1000 名师范
大学生学习了这些课程。 成都市
还在新教师入职培训课程中加入
全纳教育内容， 并逐步在教师继
续教育中进行制度化推进。

目前，全纳教育项目累计为
超过 4500 名的普通学校教师提
供全纳教育培训和督导。

2、学生个性化服务
教育作为一种服务产品，应

该满足服务对象多样化的需求，
每个孩子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和
优缺点。“如果孩子很聪明，学习
能力很强，那么我们提供的教育
产品将要符合他的个性发展，反
之也是一样，这也是教育发展的
必然方向。 ”罗荔芊说。

2016 年，救助儿童会推动云
南、 四川项目县区的 40 所普通
学校开展全纳教育实践，建立全
纳教育支持体系，营造全纳校园
环境，不仅培训资源教师掌握残
障学生个别化支持技术，普通教
师运用差异性教学方法增强残
障学生的学习参与。

3、学校构建
创设无歧视校园环境， 让孩

子们更加包容，接受多元、个性和
差异性的世界，接受“每个孩子都
是不一样的”。救助儿童会提出的

“我们不一样，我们都一样”的含
义在于， 虽然大家都有不同的学
习方法， 不同的外貌， 不同的个
性、特点、爱好，但是最终都共同
在校园里接受平等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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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学们开心玩耍的小枝（右） 刘禹阳为孩子们上摄影课 说起自己的梦想，小枝满脸憧憬之情

出自儿童之手的摄影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