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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是近些年来教育领域使
用频繁的名词， 各地各校都忙于探索
新的教育模式。 资兴特校的课程改革
立足学校实际， 围绕着解决学校发展
的瓶颈问题和学生的迫切需求而展
开，他们没有太多的外援，没有优良的
基础条件， 有的是拳拳赤子之心和满
满的爱、自信与热情。

最初， 该校针对聋生听力损伤程
度开展分层教学， 开展大课堂合班分
层施教；而后，针对残疾学生社会适应
能力差的问题，该校组织开发《社会交
往》校本课程，为的是提高课程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后来，随着培智教育生源
的残障类别和严重程度更加复杂，学生
的教育和康复需求也更加多样和急迫，
课程建设的难度陡然增加。学校经过教
代会广泛讨论，集思广益，决定进行培
智教育课程整体改革。正是这场整体的
改革助推了学校工作的全面提升。

学校的课改从“群”切入，以“师生
普惠” 为基本价值取向， 提出并遵循
“施行合适教育，共享美好生活”的办
学理念，以“走班康复”为主线，构建
“课堂融合康复、走班专门康复、活动
全面康复、生活适应康复、家庭（社区）
康复”五位一体、群块联动的全员立体
教育与康复协调发展的模式，在“缺陷
补偿”和“潜能开发”两方面均衡使力，
补短与扬长并重， 让孩子们在学校学

会珍爱生命、正视自我、充满信心、张
扬个性、放飞梦想。 自 2014 年开始课
改以来， 新的模式带来了教师工作的
新业态， 更带来了学生教育康复的新
常态，迎来了学生家长的好口碑。“老
师，我们家小华会讲话了呢！ ”“老师，
你们是怎么让我家小杏不掉口水的
呢？真不简单，我们这么多年到处求医
问药都毫无办法” ……来自家长的一
声声赞美和感谢， 让老师们更加充满
信心和动力。 智障孩子们在舞台上的
精彩表演、 在运动场上的顽强拼搏和
生活中蹦蹦跳跳的快乐身影， 更是让
老师们倍感欣慰，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该校副校长何永林向记者讲述了
小伟同学的故事。 小伟是从普通小学
转来插班的，他的主要问题是多动和
漏斗记忆， 在普校学习成绩垫底，还
经常惹祸，是师生口中的“熊孩子”。
来到特校以后，老师发现他身体素质
好、动作协调，就安排他到运动潜能
组，第一学期就在运动会上夺得两三
个第一名，还破了学校纪录，第一次
站上高高的领奖台，那份本属于他的
骄傲和自信又回来了。 2018 年，他代
表郴州市参加湖南省残运会， 一人摘
得 4 枚金牌。 这不仅为学校赢得了荣
誉，更为“合适的，就是最好的”找到了
有力佐证。

即将离开学校时， 耳畔萦绕的还

有很多像小伟摘金这样令人印象深刻
的事情，比如该校的“和谐校园”文化
建设、艺术特色办学以及流程化内部民
主管理、为残疾儿童家长编的《家有特
殊儿童》读本等，太多的感动无法一一
罗列， 就将他们汇聚成一句浓浓的祝
福：“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愿资兴
特校越办越好！

在美丽的湘南洞庭———资兴东江湖
畔，有一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特殊教育学
校，它还有几个响当当的美称：“湘南特教
奇葩”“湖南培智教育的一面旗帜”……这
里，教师敬业、学生好学、残健共享，充满
着生机与希望 ；这里 ，洋溢着 “让梦想绽
放”的幸福；这里，师生共同演绎“合适的，
就是最美的”！ 一批批特殊孩子在这里开
启精彩人生。这就是资兴市特殊教育学校
（以下简称资兴特校）。

该校创立于 1990 年秋， 是一所集残
疾儿童义务教育、学前教育、职业高中教
育和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于一体的综合型
特殊教育学校。

学校秉持“施行合适教育，共享美好
生活”的办学理念，按照“文化立校，专业
兴校，科研强校，和谐正校，特色优校”的
全面发展思路，大力改善办学条件，切实
推进队伍建设，整体实施课程改革，办学
质量全面提升，为当地残疾儿童少年撑起
了一片蔚蓝的天空，为他们编织享受优质
教育、成功融入主流社会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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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兴市特殊教育学校改革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彭静

好老师就是人生的北极星和灯塔，为了给残
疾学生营造一座灯火通明的港湾， 资兴特校启动
“打造阳光教师队伍”系列行动，一做就是七八年。

行动以“全力提升教师们的幸福指数”启
幕。“幸福的家庭养育幸福的孩子，幸福的老师
才能带出幸福的学生。 ”该校校长薛宏军介绍，
特校的孩子本身都存在残缺障碍， 也因此遭遇
过一些不公正待遇。 纵然生活上有许多不幸与
痛苦， 但他们却强烈渴望着能与健全儿童一样
走进校园、参与社会，渴望人类文明的滋养。 学
校老师们以爱心、耐心、恒心点亮残疾孩子内心
的希望。 每一个孩子的小小进步，背后都蕴藏着
不为人知的努力与付出。

每个学期，学校都会举行“晒幸福”活动，教
研组代表在台上分享的点滴感动， 总能引发台
下听众的共鸣。 他们在感同身受中进一步认同
自我， 激励自己永葆工作热情和动力， 披荆斩
棘，奋勇向前。 受到幸福熏陶的校园时时处处都
如沐春风，老师们更加安心从教，孩子们脸上的
笑容逐渐荡漾开来。

此外，该校还通过抓党建强素质、创建“师德
讲坛”、组建“学习团队”、推介先模人物等举措竖
起一个个师德标杆，以一个人影响、带动一群人。
一座座灯塔交相辉映，一棵棵参天大树构筑出一
片浓浓绿荫。 在这个队伍里有全国交通银行杯特
教园丁奖获得者袁春风、湖南省自强模范李志江
（聋人教师）、郴州市教育突出贡献奖获得者樊小
清、郴州市道德模范最美教师李夏凤、郴州市五
好文明家庭奖获得者王华东、杨红娟夫妇等。

学校的师德建设工作也获得了有关部门的
充分肯定和认可。“两评一会”读书活动被郴州
市委宣传部授予“优秀学习载体”；学校被评为
资兴市“教师心灵建设样板学校”“宣传思想工
作先进单位”。

资兴特校很幸运， 它既有一位有
特殊教育理想和情怀的校长， 又有一
支业务精湛的教师队伍。 薛宏军本人
获得了“湖南省特殊教育先进个人”
“郴州市特殊教育骨干教师”等荣誉称
号， 他带领学校领导班子狠抓教师专
业化发展， 全面优化学校教师的专业
结构，升级教师专业水准，在“成事成
人”方面创造了值得点赞的经验。

2014年， 刚接任校长的薛宏军赴
南京师范学院学习。 归来时，带回一整
套培智教育师范专业大学本科教材，并
制定了培训计划，“根据这套本科教材
体系，依托‘教师讲坛’来做全员培训，
让骨干教师学习完之后，发挥辐射引领
作用”。用了 2~3年的时间，全校教师成
功实现由听障教育为主向智障教育为
主的专业转型，成功解决学校因生源变
化带来的专业教师紧缺难题。

特殊教育学校整体上资源尚处于
短缺状态， 给予教师发展的资源更是
少之又少。 资兴特校在教师发展的资
源配置上动脑筋、 想办法， 开辟了以

“优师名师”为集体目标，以“自我提
升”为主渠道，以“双向选择”为基本原
则的“送引结合、内外联动”的打造优
师名师队伍新途径。 他们培育出了一
批像薛宏军（市级骨干教师、省级专家
库成员）、何永林（市级学科带头人）、
文芳（市级名师骨干团成员）这样的特
殊教育专业精英。

青年教师是学校的未来， 资兴特
校一贯重视青年教师的成长， 坚持用
教育教学遇到的问题引领青年教师做
课题研究，鼓励青年教师挑大梁，再以

“师徒结对帮扶”的方式，让经验丰富
的前辈指导青年教师在实践历练中快
速成长。“很幸运加入了资兴特校这个
团队，在这里我们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怎样才能干得好，工作有了目标，生活
也很快乐！”在主动求知、探索、实践的
氛围中， 一大批青年教师逐步崭露头
角。 参加工作两三年的刘白利率队开
发的《情绪行为康复》校本教材获得湖
南省二等奖，郑桂秀团队开发的《精细
动作康复》 校本教材获得郴州市一等

奖。 近几年，学校教师有 80 余篇论文
和案例荣获省级以上奖励， 有 5 套校
本教材获奖并推广，6人次获微课大赛
国家级奖励， 能胜任培智教育和康复
工作的双师型教师占比超过了 80%，
较好满足了学校实现教康结合、 缺陷
补偿和潜能开发并重的需要。 在当前
特殊教育师资短缺、 培养渠道较少的
现实情况下， 学校的师资水准走在了
全省前列。

锤炼师资，支撑跨越发展

点亮灯塔，营造幸福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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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改革，创新教育模式

学校荣誉墙

学生才艺展示

运动会奋勇拼搏

音乐潜能开发

教学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