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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重镇株洲正在精心制作一张新名片。
最新的消息确定，近期，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微课制作经验交流会将在株洲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选址中部非省会城市，其背后原

因引发了广泛关注。
知情人士分析说，这是因为全国特殊教育微课联盟由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发起成立。其实，这只是其一。更大的背景是，株洲对民

生事业的精耕细作，尤其是在特殊教育领域的探索获得了极大成功，普特融通、医教结合、融合保教的“株洲特教模式”已成业内典范。
在中国的特教版图上，“北有佳木斯，南有株洲市”的盛名早已传开。

以火车头精神为城市精神的株洲在特殊教育
领域的努力不止于此。

一个多月前，株洲特殊教育“医教结合”合作
基地正式启用。该基地由株洲市中心医院和株洲
市特殊教育学校联合打造，配备了27人的医学专
业团队，可让在校的残障儿童边学习，边接受专
业的康复训练。“可以实现特殊儿童早发现、早诊
断、早干预，让他们回归家庭、融入社会。”朱灿介
绍。

吴某熙存在语言障碍，说话含糊不清，经过医
生的治疗，短短一个多月，已能说简单的词句。“按
照这个态势，前景十分乐观。”吴的母亲袁金花感
激道。

这 其 实 是 株 洲 市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探 索
“1+X+Y”特教项目的成果。

“1+X+Y”特教项目，即集体教学+个别化教
育+家庭教育项目。该项目是特殊教育随班就读模
式的延展、拓深。

受制于多种因素， 大部分残疾儿童少年并不
能进入特教学校就学。随班就读因此而生，其指特
殊儿童在普通教育机构中和普通儿童一起接受能
满足他们特殊需要的教育形式，多地均有实践。近
年来，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特殊教育学校的示范、
引领作用， 让所有残疾儿童都能享受优质特殊教
育资源，成为业内关注焦点。

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经过调查论证认为，“医
教结合、综合康复”是最佳理念、采用“1+X+Y”是
最佳途径。

基于此， 株洲市将特殊教育纳入了全市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规划，围绕《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4—2016年）》，以“1+X+Y”项目深入推进随
班就读工作。经过探索，“1+X+Y”项目最终形成
了以特殊教育学校为主体、随班就读为主干、送教
上门为辅助，点面结合的融合教育工作机制。

为了确保区域范围内的特殊儿童都得到专业
的服务，株洲市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

———明确随班就读生均公用经费6000元以
上，同时设立专项经费。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把随班
就读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

———市教育局和特殊教育指导中心联合编制
《随班就读学生审批办事指南》和《随班就读学生
审批业务手册》，实行“双学籍”管理，落实“一人一
案”。出台《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点资源建设配
备要求》和《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点资源教室评
估细则》。在全市各中小学校确定了14个标准化的
资源教室。

———教师根据随班就读学生的身心状况、学
习能力和兴趣特点，实施个别化教育，让就读学生
“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

———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定期派出专业教
师进行巡回指导。三年来，进行随班就读点校指
导10000余人次， 开展城区随班就读试点校现场
展示交流活动60余次，开展五县区随班就读视导
30余次。

经统计， 株洲市现有义务教育阶段三类残疾儿
童少年1952人， 其中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451人，随
班就读1153人，送教上门348人，株洲基本形成特殊
孩子全接纳、零拒绝地享受适切而有质量的教育。

目前， 融合教育形成的株洲特教模式吸引了
省内外专家的学习考察， 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先
后应邀赴长沙、桃江等地进行专题讲座。

特殊教育，工业株洲软实力的新名片
株洲创新特教新模式，钢铁之城的人文情怀广获点赞

一个铮铮铁骨的硬汉，
其令人动容的不一定是强
悍作为， 而是在柔情处动
心，在弱小处动情。

城市亦是如此。对于一
个曾诞生共和国工业史上
223个全国第一的城市，株
洲无须再用工业、经济指标
来证明自己。株洲人深刻地
意识到， 对弱势群体的帮
扶， 对特殊人群的帮助，才
是这个城市文明修养的真
实反映。

党的十九大提出， 办好
特殊教育。早在多年前，株洲
市委、市政府就前瞻决策，高
度重视保障特殊群体的生
活、教育等权利，将其作为城
市软实力的重要工作开展。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日渐成
长， 成为了一所集聋儿学前
康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
育、中等职业教育，启智教育
以及特殊教育科研为一体的
综合性特殊教育学校。

几年前，一次关于该校
去留的抉择考验了这个钢
铁城市的情怀。

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
始建于1985年， 原址位于
株洲田心老贯冲， 仅23亩，
2栋教学楼， 只能容纳100
余名学生。至2012年，日渐
增加的学生与逼仄的办学
条件发生强烈冲突。 彼时，
长株潭城际铁路开建，线路
将穿校而过。一时间，该校

将就地拆分的传言四起。
“这关系到市委、市政府

回应百姓关切、 落实以人为
本的庄严承诺。”市委书记毛
腾飞对此高度重视， 三次就
此调研、召开专题会议，最终
决定高标准异地搬迁建新
校。“关爱特殊人群是真正的
德政工程，良心事业。”株洲
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朱灿回
忆， 毛腾飞书记多次提及这
句话，令人动容。

新校区的建设被列为
了株洲市重点工程和“民生
100”工程。2015年，项目最
终选址株洲芦淞区南环线
旁，占地60亩，投资1.56亿
元，总建筑面积19618.9㎡。
2016年4月7日， 项目破土

动工，仅1年时间，基本建设
完工。2017年9月3日，株洲
市特殊教育学校新校区正
式开学投入使用。

新的株洲市特殊教育
学校环境优美、设施设备齐
全，在省内、国内领先。整个
校区全部采用无障碍设计，
所有教学用房和生活用房
全部根据残疾孩子的身心
特点进行设计和装修。

“2017年秋季开学，新
招残疾孩子51名。” 朱灿介
绍， 新校建成后新增学位
150个，极大满足了株洲市
残疾适龄儿童入学的问题，
提升了该市特殊教育的水
平和质量。

特教学校的新建只是

株洲关爱特殊人群的一个
缩影。目前，按照最新的决
议，株洲市将利用在特教学
校周边， 儿童社会福利院、
救助站、爱心服务平台这四
个项目整体规划，高标准打
造“株洲戴碧蓉爱心大院”，
将其打造成为全省爱心慈
善事业样板区、全国具有影
响力的爱残助残示范基地，
形成全省乃至全国文明的
特殊人群公共服务链。

1968年， 年仅11岁的
戴碧蓉以自己的英雄壮举，
打开了人们了解株洲的另
一个窗口。 历经半百岁月，
富强起来的株洲人用“戴碧
蓉”冠名爱心大院，以此滋
养这个城市的“精神长相”。

“人生就像巧克力，你
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
味道。”电影《阿甘正传》中
的这句经典台词至今激励
着人们。阿甘，一位智商只
有75的美国智障青年，听从
了良师益友珍妮“跑”的教
诲，最终跑进大学，成了橄
榄球巨星，受到肯尼迪总统
的接见。

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
校门处，一块巨石上刻着两
个大字：蝶变。该校100余
名教职工认为，每一名残疾
儿童都是折翼的天使，只要
插上翅膀就可蝶变成中国
的阿甘。

事实确实如此，在株洲
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册
里，有着这样一群“阿甘”：

凌某瑞因药物致聋，4
岁进入株洲市特殊教育学
校进行学习， 经过两年的
系统听力语言康复训练，
于2017年1月成功康复，目
前就读于醴陵市实验中学
小学一年级1078班。 该生
曾获湖南省康复技能大赛
二等奖；

刘某荣，2014年2月进
入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进
行言语康复训练，2016年1
月毕业， 进入株洲天台小
学一年级上学， 上学期语
文数学成绩均达到95分以
上；

甘某维， 双耳极重度
听力损失，2009年入校就
读，2011年参加湖南省康
复明星大赛获得个人赛省

一等奖，2012年转入株洲
立人小学随班就读， 目前
读六年级，成绩优秀，备考
建宁中学；

发展至今，株洲市特殊
教育学校有 24个教学班
234名学生，学生涵盖了听
力残疾和智力残疾两类残
疾儿童少年，同时接纳自闭
症、脑瘫以及多重残疾儿童
少年入学。

教育结构与教育类别
的日趋完善，推动了教育教
学质量和办学的社会效益。
目前，该校形成了“以教育
科研为龙头，文化教育为基
础，职业教育为重点”的办
学模式。先后有100余名聋
生分别考入长春大学、北京
联合大学、 天津理工学院、

中州大学以及长沙职业技
术学院等高等学府，高考升
学率100%； 体育先后30多
次参加国家、省、市级体育
竞赛，获金牌105枚，银牌
131枚、铜牌170枚；文艺节
目在国家、省、市文艺调演
中荣获一等奖8个、二等奖9
个、三等奖5个；美术作品参
加全国、省、市比赛，获一等
奖113个、二等奖108个、三
等奖188个。

荣誉纷至沓来。该校先
后荣获“教育部哲学社会学
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实验学校”、“全国特殊艺术
人才培养基地”、“中国特教
在职教师培训基地学校”、
“全国残疾人体育先进单
位”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融合教育
一个特殊群体的贴心温暖

蝶变天使,一所特教学校的矢志追求

办好特教,一个工业城市的人文情怀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吴睿璠

新的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环境优美、设施设备齐全，在省内、国内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