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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chool inclusion practices the critical period theo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t is the
precondition of autistic children to receive basic compulsory education. It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future education and life of autistic children.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inclusio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utistic children benefited from the integration education, and then turns around the learning double subjects to summarize relevant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eschool inclusion class, which will promote the autistic children
socially in development and make education and humanism ecological effect. Preschool inclusion
class should follow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also take more attention
in the sett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se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besides, there should
be an interaction between class and family, and also the autistic children and norma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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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前融合教育践行儿童发展关键期理论，是自闭症儿童接受基础义务教育的前提，它对自闭症儿童未来
的教育和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文章首先探讨了我国学前融合教育以及当前自闭症幼儿从融合教育中
受益的现状，继而围绕学前融合班学习双主体这一特点总结学前融合班级建设的有关问题，以期促进自
闭症幼儿社会性发展，并呼应和完善融合教育理念及人文主义生态效应。学前融合班级的建设在理念上
要遵循教育机会平等，在具体建设时关注自闭症幼儿课程的设置与实施、教学活动的实施、强调班级与
家庭的联系以及自闭症幼儿与普通幼儿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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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提出“随班就读”，1994 年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宣言》出台以后，
融合教育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我国随班就读继而与国际全纳教育理念接轨，并使其成为了
我国融合教育的模式。我国融合教育在大陆表现为随班就读模式，在香港表现为全校参与融合教育模式，
在台湾表现为资源教室模式，且都更多地依据自上而下的相应制度来保障实施[1]。目前在国家政策方针
的引导下，我国融合教育在横向发展方向上采取在普校设置特殊班和随班就读两种形式来促进特殊儿童
的融合，在教育系统的纵向上各个阶段教育体系均实施了融合教育。在融合教育理念的推动下，许多特
殊儿童都进入到了普通班进行学习，从某种程度上看，我国大陆已基本实现特殊儿童的融合教育。随着
时间的推移，特殊教育对象的数量越来越多，对象的类型也不断扩大。2014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了《特殊
教育提升计划》，将孤独症(自闭症)儿童纳入特殊教育对象，明确提出建设孤独症少年特殊教育学校，同
时明确肯定“全面推进全纳教育，使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合适的教育”。融合教育理念的推行体现了以
人为本和教育公平的精神。
融合教育提出后的这二十来年里，我国自闭症幼儿入学率已明显提高，而自闭症儿童的融合为我国
的融合教育抛出了一个难题。“相比于其他特殊儿童，自闭症会更加把随班就读政策的不完善之处暴露
出来”[2]，赵静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责任主体不明确。随班就读安置形式、政策法规主要是
受西方回归主流安置模式的影响，安置模式主要以特殊学校为骨干，以在普通学校大量设置的特殊教育
班和吸收有能力跟班学习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为主体。各种安置模式之间的衔接，并没有明确、具体的
要求。在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二元并存的格局下，特殊儿童就学的责任主体不明确。第二是支持系统不
完善，国外特殊儿童安置与相关服务是相辅相成的，如心理治疗，医学护理，机能康复，家长培训等，
且配备了大量的综合性资源，形成了网状的服务体系。而我国，随班就读资源支持系统，师资配置，评
估和监控系统等都不完善。第三是随班就读的教育环境、课程、教学、管理策略，个别化教育计划、资
源教室的建设与运作尚处在摸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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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国随班就读政策推广至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完善。笔者认为，学前融合班级作为学前
阶段融合教育的主要安置场所，其合理良好的运作会给自闭症幼儿的融合教育起促进作用。

2. 综述
2.1. 概念界定
与侧重于如何处理好融合教育发展过程关系的基础教育和聚焦残疾大学生的教育安置问题的高等教
育不同，学前融合教育则更多地强调如何对特殊幼儿进行及时有效的早期干预。学前融合教育是基础教
育的基础，而学前融合班是实现自闭症幼儿在学前阶段融合教育的一种形式。对学前融合班教育进行深
入研究，探讨自闭症幼儿进入学前融合班的理论与实证的问题，可以促进自闭症幼儿接受更优质的学前
融合教育。为把握本文的探究重心，笔者认为有必要先明确界定如下几个概念。
融合教育，源于 1975 年美国的 P.L.94-142 公法，该法案的颁布在其它国家也产生了影响。它指的是
将残障儿童和普通儿童放在同一间教室一起学习的方式，强调向特殊儿童提供正常化的教育环境而非隔
离的环境。美国国家融合教育重建中心将融合教育定义为：给所有学生提供均等的接受有效教育的机会，
就近学校中的相适年龄班级要给予他们充分的帮助，培养学生作为社会成员来面对未来生活的压力[3]；
英国的融合教育研究中心认为融合教育是在给予适当的帮助下，残疾和非残疾的儿童与青少年在各级普
通学校的共同学习，英国融合教育专家 Tony Booth 认为融合教育是加强学生参与的过程，是要促进学生
参与就近学校的文化、课程和团体的活动并减少学生被排斥的次数[3]。国外这两种界定均强调“就近入
学”，儿童可就近入普校或是特校，可见国外融合教育普遍承认普校与特校的价值，发挥优势互补。而
在我国，融合教育是指应当满足所有儿童的需要，每一所普通学校都必须接收服务区内的所有儿童入学，
并为这些儿童都能受到自身所需要的教育提供条件[4]。国内更多强调的是普校对特殊儿童作用。
学前融合教育指的是让有特殊需要的 0~6 岁儿童和其他正常儿童一起接受学前教育机构提供的保育
和教育[5]。学前融合班就是指特殊幼儿全部进入普通班，成为普通班的一份子，融合班常会因特殊幼儿
的人数及障碍程度而呈现不同的面貌[6]。

2.2. 发展现状综述
自闭症儿童是特殊儿童群体中的一大主体。中国大陆自闭症 30 年来的研究经历继 1982 年~1992 年
的萌芽期和 1993 年~2005 年的发展期后，进入了 2006 年至今的活跃时期[7]。自 2006 年以来，我国大陆
对自闭症的关注上升到国家层面，同时媒体的大量宣传使得自闭症进入公众视野，有关自闭症的科学研
究成果显著并日益法制化和规范化。而在 2014 年 1 月，自闭症儿童已被公开纳入为特殊教育对象。纵观
这 30 年来，中国内地自闭症研究从少到多，由弱变强，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雨后春笋般涌现，自闭症儿
童在普通学校的融合教育也逐步展开，自闭症儿童的学前教育也相应从无到有。相应地，学者们纷纷从
理论和实证方面对自闭症幼儿学前融合教育问题进行研究。从理论方面看，自闭症学前融合教育和学前
教育一样以卢梭、蒙台梭利、皮亚杰、埃里克森等人理论为指导，自闭症幼儿参与学前融合教育是符合
早期干预的特殊教育原则。同时，严冷认为在我国实施学前全纳教育有着坚实的法律基础、道德基础和
教育基础[8]。而熊絮茸、孙玉梅基于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系统论视角，将自闭症儿童的成长与
发展视为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发现家庭作为自闭症儿童与其它几个系统互动的主要因素，从而
特别强调家庭教育作用[9]。从实践方面看，于松梅和王波从环境创设、课程设置、资源整合和人员合作
四方面对学前自闭症儿童的融合教育提出了全面的建议[10]，王梅应用自行开发的“自主交往训练法”对
两名随班就读自闭症儿童的情绪调节和社交能力进行训练[11]，程秀兰等人综合运用同伴干预、语言训练、
感觉统合训练、问题行为矫正、游戏治疗、社交训练等方法对一名学前自闭症儿童进行长期干预训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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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者通过综合干预方法分别提升了 1 名一年级自闭症儿童的自我概念[13]和 1 名三年级自闭症儿童的
语文成绩[14]。也有学者对我国大陆实施以随班就读为主要形式的融合教育进行了反思，认为社交和学习
困难是自闭症儿童进入普通班级后面临的重要挑战[15]。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自闭症幼儿学前融合教育在支持系统理论方面已经成熟，实践方面以个案研究
形式较多，因为各地经济、教育差异巨大，难以形成完善的、普遍性的、具有很强的推广价值的融合教
育指导性方案，总体上与推行学前融合理念尚有脱节。对自闭症幼儿的康复而言，融合教育教师应更倾
向于从自闭症个体特征出发考虑融合教育的合理性。从以往研究来看，语言能力、社会行为能力等个体
因素影响自闭症儿童能否成功融入普通班级。随班就读作为我国融合教育主要形式，它的存在和实施对
我国特殊教育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非常有必要探讨自闭症幼儿再学前融合班级里的融合教育情
况。

3. 学前融合班的建设理念
学前融合班是学前阶段的特殊儿童与普通幼儿一起学习的班级，而关于随班就读政策，目前我国学
者存在着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随班就读是当下国际融合教育的一部分，是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安
置形式；第二种观点，随班就读和国际的融合教育在本质上有区别，是国家为了解决特殊儿童上学难而
采取的权宜政策”[2]。其实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可以解释为：当下随班就读作为融合教育一种主要形
式，是推行融合教育理念的过渡期的一种教育形式。在学前阶段，进入到普通幼儿园学习已经成为了自
闭症幼儿的一种新的方式。学前融合班承担着学前融合教育的责任，其运作理念离不开融合教育。

3.1. 教育机会平等
1994 年西班牙《萨拉曼卡宣言》重申了 1947 年《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
利，并郑重说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必须有机会进入普通学校”。这些思想都体现了人们在特殊教
育领域追求一种“教育机会均等”的理念，这也是融合教育的基本理念。如前提及，融合教育将特殊儿
童和普通儿童放在同一间教室一起学习的方式，强调向特殊儿童提供正常化的教育环境而非隔离的环境，
强调的是在同一环境下教育机会平等。在学前融合班级里，自闭症幼儿作为特殊儿童进入到普通幼儿园，
班里包含自闭症幼儿和普通幼儿两种学习主体。因此，学前融合班的教育工作必须围绕这两种学习主体
进行。
承认学前融合班级是一个异质性团体，强调同伴的重要。自闭症儿童因病理原因，与普通儿童存在
情绪、行为和学习的异质性特征。作为学前融合班的管理者一定要将班里的两种学习主体一视同仁，所
有学生都需要一样的学习机会。在具体的教学中不能只顾大部分普通幼儿而忽视了自闭症幼儿，也不能
仅顾自闭症幼儿而忽略了其他普通幼儿的正常教育。教师和管理者要尊重个别差异，教师应该把自闭症
幼儿的差异视为一种常态，才能保证实现自闭症幼儿与普通幼儿平等参与学前教育。

3.2. 围绕学习主体进行融合班级建设
学前融合班级是学前融合教育的一种安置形式，熊絮茸认为自闭症儿童特有的学习特质是由于感觉
统合失调导致的共同注意力缺失、信息处理单通道模式、思维发展中的特殊视觉或听觉思维方式等现象，
家长和教师有必要尊重自闭症幼儿内心世界，切身体验儿童认知方式[16]。赵静认为，自闭症随读，教师
面临的困惑涉及课堂教学和管理等方面[2]。鉴于此笔者认为自闭症幼儿在学前教育融合班接受教育要遵
循如下几个方面：
1) 课程设置与实施。以功能性课程为主，强调课程的设置要以自闭症幼儿生活经验相结合，同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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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自然的教学，教学必须配合情境。同时要以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关键期理论为指导，以自闭症幼儿评
定量表为基础安排课程计划以及教学内容。由于自闭症幼儿自身的异质性，一定要做好个别化教学，将
康复训练与教学内容相结合，做好医教结合，促进自闭症幼儿的融合教育，改善其社会交往能力。
2) 根据学生需要设计教学活动，而不是老师决定教什么，学生才学什么。学前教育的理论基础都是
围绕幼儿的发展形成的。因此，学前融合班的教学者和管理者在实际工作中要根据与幼儿有关的行为学
派、认知学派等理论为指导，设置自闭症幼儿的教学教案。
3) 强调融合班级与家庭的联系。表面上看，融合教育是普校与特校之间的衔接，其实不然。幼儿大
多数的时间跟随家长，并在早期内对家长形成了依恋，家长的言行会对自闭症幼儿产生直接的影响。家
长是自闭症儿童参与社会互动的中介力量，学前融合班不能忽略与家长关系。建议以家庭为主，强调家
庭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要求家长提供支持。家长可与教师一起参与自闭症幼儿的课程计划，与专业人
员组成一个团队，也可进班成为孩子的伙伴，与孩子一起学习，感受孩子学习的进度，定期与教师沟通
在家教育孩子的经验，有助于自闭症幼儿走出融合班级后的家庭教育。
4) 融合教育学习主体间的交互作用。雷江华将融合教育按照互动性质(单向、双向)与互动(主动、被
动)的维度组合成四种情况：普通儿童与特殊儿童之间单向被动融合和单向主动融合，普通儿童与特殊儿
童之间双向的被动融合与主动融合[1]。笔者认为学前融合教育班的运作中不能忽视普通儿童和特殊儿童
这两个学习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采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分析普通儿童与自闭症儿童的共性和个性以及优
势与不足。第一，尊重班上每个学生包括普通幼儿与自闭症幼儿的主体学习权。从单向看，普通幼儿需
要在学前融合班级里学习包容别人及自闭症幼儿身上顽强的品质，而自闭症幼儿由于自身病理原因需要
一个较安全并能够获得鼓励的同侪环境，同时自闭症幼儿可以通过模仿正常儿童更好地进行学习和社交
方面的康复训练。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是双赢的策略。第二，在注重学习主体的双赢时要注意主体之间
的时间搭配问题。有些自闭症幼儿因情绪、行为问题有多动甚至暴力倾向，严重影响到普通幼儿学习，
这种情况建议先缩短自闭症幼儿与普通幼儿的接触时间。可对其采取单训和集训相辅相成的办法，待其
行为有了改善后再增加其在融合班级里的时间。

4. 总结
学前融合教育体现了以人为本，符合早期干预原则和儿童发展关键期的理论。本文首先探讨了学前
融合教育的发展状况，以及当前自闭症幼儿受益融合教育的现状，继而围绕学前融合班学习双主体总结
学前融合班级的建设问题。学前融合班级在理念上要遵循教育机会平等，在具体运作时关注自闭症幼儿
课程的设置与实施、教学活动的实施、强调班级与家庭的联系以及自闭症幼儿与普通幼儿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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