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荫小道曲径通幽，道路两旁花红柳绿，湖中央两只天鹅
正悠然戏水，一派祥和之景，51 班学生肖莉创作的丝带绣《天
鹅湖畔》吸人眼球。在教学楼里，一幅幅学生作品创作大胆，用
色鲜艳，成为教学楼里最美的风景。

“这些都是学生自己完成的，目前我们开设有湘绣、手工
制作、刻纸、布艺、衍纸画、数字油画、书法等课程，让孩子们的
灵魂找到了美好的栖息地，在美好快乐中成长。”宋志新介绍，
每个学生都成为刘涛不大现实， 但让每个人有进步或者自食
其力，学校有信心。

孩子们将来进入社会，处于弱势，如何才能生存，成为学校
和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为此，学校积极进行课堂改革，聋部理
发进课堂，盲部按摩进课堂，高一课程全部与高考接轨，盲班开
设英语口语课……学校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突出职业教育特
色，更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多种能力的培养，构建起文化教育 +
职业教育+康复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学用结合，为他们
今后的新生活铺垫基础。

残疾学生虽然生理上有缺陷， 但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潜

能， 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因材施教， 为他们架起通向适应社
会、适应生存的桥梁。学校结合就业形势开设了园林、美术、湘
绣、烹饪、糕点制作、理发、美容美甲、按摩、计算机等专业，经
过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教育，特别是高中阶段，学
生主要进行技能培训，学校每年为毕业的孩子们组织“特殊的
招聘会”。 聋部、盲部的孩子 100%可以自理自立，部分智障孩
子能够自理，走出校门的学生基本上都开始了新的生活，90%
以上的学生能够找到工作，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带我穿
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
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

正如这几句歌词， 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让残障孩子们的
青春同样精彩，引领他们勇于追梦，创造属于自己的色彩斑斓
的世界！ 到目前，学校有 60多名学生升入天津理工等高校深
造，有 10多名毕业生当了特校老师。近几年已有 15名聋哑学
生达到语言一级康复水平，10 人达到二级康复水平， 还有多
名学生进入普校随班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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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黄春华

“孩子进入特校以后，改变很多，也懂
事多了。 ”这是家长们的一致认知，是学校
给社会上交的满意答卷， 但是成绩背后的
辛酸滋味，外人无从知晓。

“太阳出来了”“啊啊啊啊啊……”“小花
开了”“啊啊啊啊……”在语言康复班，听觉
言语康复教师刘玲琍一句句领读，10名孩子
戴着人工耳蜗， 坐在小板凳上一句句跟读。
聋哑学生由于听力缺陷， 没有有声语言思
维，对他们来说，每一个字的发声，要艰难地
学读上百遍才能跟正常人发音有几分相似。

2008年， 学校创办学前聋儿康复语训
班，刘玲琍主动请缨担任班主任。 没有教材
和教具，她就利用课余时间自编教材自制教
具，不断探索出新的教学模式，用各种新的
教学手段让学生轻松愉快自主地获取知识。

为了让孩子发出第一声， 刘玲琍不仅
把自己的嘴唇贴近孩子的手背， 让孩子感
受气流的有无与大小； 还经常把孩子脏兮
兮的小手放在自己的脖子上、鼻旁边，让孩
子们感受声带的振动，找准发音部位。在学
习舌根音时， 她甚
至 拉 着 孩
子 的 手 伸

进自己嘴里， 让孩子们触摸发音时舌头的
位置。

通过几年的训练， 班上的学生终于和
健全人一样开口说话了，有 10 名孩子还进
入了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创造了“铁树开
花”的奇迹。

为了弥补聋童学前教育的缺失， 学校
探索出《学前教育融入聋校一年级》的教学
模式：语文内容生活化，教学方法趣味化，
户外活动加大化，兴趣小组多样化，养成教
育坐标化。该课题获得省级优秀，并获得衡
阳市基础教育成果一等奖。 为了突破自闭
症孩子的康复，学校申报了“湖南省孤独症
试点学校”，并且成立“星空工作室”，对自
闭症儿童实施早期干预，跟踪训练，确保自
闭症儿童能够在最佳的时机受到最好的训
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另外，学校还承办
了衡阳市残联智障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
成效显著， 得到湖南省残联领导和所有康
复儿童家长的高度评价。

宋志新说，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中坚力
量， 学校充分发挥骨干教师的辐射引领作
用，呈现出一种自觉自愿、不甘落后、争先

创优、求全求美的工作局面。以使命培育
生命， 以爱心担当大义已经融入到每一
个老师的血液里。 学校 74 名专业教
师，先后有 18人荣获国家、省市表彰。

锤炼千万次，重塑“折翼天使”的精彩人生

2017 年 11 月 17 日至 18 日， 由中国教
育学会特殊教育分会主办的全国听障教育
2017 年年会暨作文教学研讨会在衡阳举行。
作为活动主阵地，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们精彩的课堂，以及残障孩子们演绎的视觉
盛宴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一致赞誉。

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是湖南省特殊教
育园地的湘南明珠，创办于 1959 年 9 月，是
一所集视障、听障、智障于一体，涵盖学前康
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三年高中兼职业教
育的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 共有 25 个教学
班，300 多名学生。 在这里，“折翼天使”学习
基础文化，进行康复训练，补偿身心缺陷，接
受劳动技能培训，重塑精彩人生。

近年来，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取得快速
发展，成为衡阳市特殊教育的领头羊和示范
校。 该校拥有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团队，校长
宋志新当选“湖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刘玲
琍老师当选“全国党和人民满意教师”“湖南
省优秀共产党员”，欧阳吉彦老师当选“全国
十佳体育教师”。在全体教职工的努力下，该
校先后荣获湖南省特殊教育先进单位、湖南
省生态文明示范学校、湖南省安全文明示范
学校、全国特殊教育先进单位、全国校园文
化先进单位等称号。

———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见闻

12 月 18 日上午 10 点半，正值学校课间操时间，笔者
刚走进校园就看到一群身着校服的学生在操场活跃着。他
们跟随老师变化的手指，整齐划一地做着广播体操，完全
看不出与同龄孩子之间的差别。

这些学生被老师亲切地称之为“折翼的天使”，因为他
们在身体或智力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残缺。

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校园文化墙上有一颗硕大的
生命树：红墙、绿树，苍虬的根，学生的张张笑靥就是生命
树上结出的累累硕果。“打造美好学校，让所有的孩子与美
好相遇”是学校的办学追求。跟随校长宋志新的脚步，笔者
漫步在校园内， 感受充满爱和温馨的教学环境与教学氛
围。

校园风雨长廊里，校园活动简报、优秀师生感言张贴
在显要位置，让师生见证学校的每一步成长；启音楼里，迎
面可见学校校徽、校训。蓝白相间的校徽，广场上的“飞梦”
雕塑， 都寓意着衡阳市特校的办学思想———“折翅的大雁
也要展翅翱翔”。 镂金的校训“明德、致知、笃行、自强”，师
训“以使命培育生命，以爱心担当大义”，生训“学会求知，
学会做人，自强自立，融入社会”，提醒师生要培养品德，丰
富知识，踏实做事，从而自强不息；微笑墙上，老师和孩子
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让人感觉到世界的美好。操场上，每周
固定的升国旗仪式，孩子们用手“唱”国歌，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懂得感恩社会。 启智楼里“海底世界”“我的梦想”各
种暖色调的主题壁画随处可见。

宋志新介绍，学校还投入 100 多万元改造学生宿舍，
安装防盗门、空调和热水系统，添置床上用品和洗衣机，
提高伙食标准，保证了学生生长阶段所需要的营养，天天
有鸡蛋、瘦肉、牛奶……让学校有一种家的感觉。 为改善
校园环境，学校加大了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新
建了教学楼、塑胶操场，新购置了运动康复设施、办公设
备和多媒体教学设备。

为了点亮孩子的生命之光， 学校建起了两万多册藏书
的希望阅览室，让孩子们在书香中氤氲，在爱心中成长。 诵
读《弟子规》等国学教育，被摆到了重要位置，通过诵读经
典，孩子们的心灵变得充盈，懂得了礼让、孝顺、团结、友爱。

A以美好孕育校园文化

B 以钻研促“铁树开花”
“没有学校就没有我。”一个小伙子在纸上写

下这几个字。 小伙子叫刘涛，衣着朴素，性格腼
腆，他身上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感染着身边
的每一个人，他说这都源自于感恩，是衡阳市特
殊教育学校改变了他的人生。

因幼时不幸致聋， 小学初中阶段曾在衡阳市
特殊教育学校就读， 大学毕业之后他回到了儿时
的母校，成为了学校唯一一名聋人教师。要做一名
称职的特教老师并不是付出就行。 刘涛带的第一
个班级就让他尝到了艰辛的味道。 学生不听他的
安排，喜欢溜出去上网，刘涛就想办法和学生交朋
友。通过努力，学生慢慢开始喜欢这位哥哥一样的
老师，并亲切地称呼他为“涛哥”。 在平时的聊天
中， 他了解到班上大多数孩子出生在有残缺的家
庭，所以他给予学生更多的关心，用自己的爱去温
暖身边的每一位学生，让他们感受到快乐。

在从事特教工作 12 年里， 每当他看到学生
有一个小小的进步，就成了他最开心的事情。

有的孩子无法向老师道上一句“感谢”，有的
孩子甚至一辈子也听不到声音， 可他们的身边，
从来不缺温暖。

刘阿林在特校工作了 17 年，她说，自己说的
绝对是真心话，虽然孩子们有智力或听力、视力
障碍，老师们不仅要教书，还得当保姆，为孩子们
穿衣洗脸擦口水，甚至有时还得替他们擦屁股换
尿不湿，但孩子们对老师的喜爱、心疼，也是真心
的、不掺半点杂质的。“在这当老师，挺幸福的。 ”
她说，有天她让学生帮着打早饭，平时都是稀饭
馒头，但那天她发现自
己的桌上放着的居然
是一盒牛奶两个馒头，
原来学生去晚了食堂
没稀饭了，他就将自己
的牛奶给了老师。

“上帝给我一个
任务，叫我牵一只蜗牛
去散步， 我不能走太
快。 ”特校的老师，都喜
欢读这样一首散文诗，
他们说， 这些残疾孩
子，只是走得慢一点而
已， 只要我们用心，用
心灵去贴近心灵，他们
也能一步一步慢慢往
前走。

C 以温情陪伴蜗牛漫步

D 以技能创造新生活

校长宋志新
学生的才艺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