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 来 ，随着 整 个 教 育 事 业 的 发 展 ，我

国的特殊教育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很多

深层次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包括教育公平

问 题。由 于 普 通 教 育 和 特 殊 教 育 的 长 期 脱

节，导致特殊教育在质量和公平上远远落后

于普通教育，而作为特殊教育公平的指导思

想“全纳教育”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它 是

在国际教育民主化的浪潮中，尤其在国际组

织的大力宣传和直接推动下兴起和发展的。
强调了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

有其独特的特性、兴趣、能力和学习需要，学校要容

纳全体儿童并满足他们的特殊教育需要。[2]我国

全纳教育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来成为

特殊教育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的范围和领域

逐渐扩大。
一、对我国特殊教育公平的文献分析

（一）发表文献数量

研究论文每年发文数量的变化情况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该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发展速

度。在中国知网选用高级搜索，以篇名作为检索

项，选定发表文献时间从第一篇全纳教育文献

的 1999 年到 2017-12-31，输入“全纳教育”的篇

名后总共出现 813 条，并再次以篇名输入“全纳

教育”，词频并含“公平”后，得到 19 条结果。笔

者将从检索到的所有文献数量以及文献研究的

主要内容展开归纳分析（详见表 1-3）。

* 淮北师范大学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重点项目（jy2016107）；安徽省质量工程教学研究一般项目（2016jyxm 0918）

高晓娟 /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安徽淮北 23500)。

全纳教育视角下我国特殊教育公平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

高晓娟

摘 要：全纳教育是通过增加学习、文化与社区参与，减少教育系统内外的排斥，关注并满足所有学

习者多样化需求的过程，其核心内涵就是教育公平。[1]特殊儿童是弱势群体中规模较大的一个群体，

保障他们的教育公平权是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环节，因此，要尽可能地将特殊儿童安置到主流学

校，让其接受普通的教育得到普通的教育支持。而全纳教育作为特殊儿童享受教育公平的指导思想

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全纳教育的视角，特殊教育人权的哲学观点和特殊教育学生的认识观

点来阐释特殊教育公平理念，并运用知识图谱解读相关文献，分析近年来特殊教育公平研究的成果

和不足，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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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纳教育研究论文年份统计

年份 1999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发文量 /篇 3 8 14 36 28 27 36 58 57

表 2 全纳教育研究论文年份统计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发文量 /篇 78 69 63 57 63 66 50 50 50

表 3 全纳教育公平研究论文年份统计

年份 2002 2003 2005 2007 2009 2010 2011 2013 2014 2016

发文量 /篇 2 1 1 2 3 2 3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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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2 可以看到，近 18 年以来，我国发

表的关于全纳教育的论文数量呈逐年稳定增长

趋势，2009 年达到一个小高峰，尤其是从 2003

年开始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都在 30-50 篇之

间，这一发展变化反映了全纳教育在特殊教育

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日趋凸显。
从所发表论文的主题来看，关于全纳教育

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全纳教育”“随班就读”“教

育公平”等几个方面，发表文章的期刊主要是

《中国特殊教育》《现代特殊教育》《比较教育研

究》《全球教育展望》和《外国教育研究》，有关我

国全纳教育研究的现状、本土化和外国全纳教

育的介绍、启示类的文章较多，前一种研究主要

是对我国全纳教育本土化建构中的现状和问题

的思考，后一种则是讨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
芬兰和日本（統合教育）等国家全纳教育发展优

越性的启示借鉴。
由表 3 可以看出，关于全纳教育公平的论文总

共只有 19 篇，并且从 2002 年到 2016 年，每年发表

的论文只有 1-2 篇。在条件文献总数：19篇；检索条

件：( 题名 = 全纳教育 并且 题名 = 公平 ) (精确匹

配)的情况下，文章的内容大体是“全纳教育”“教

育公平”“教育理念”和“教育质量”等几个方面。
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特殊教育的公平、质量以

及在教育政策上的体现。教育公平是世界发展

教育中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而特殊教

育作为教育中子集，体现其公平性的全纳教育

的发展，也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多从量和质

两方面综合研究其在特殊教育上的体现。
（二）文献知识图谱

图 1 特殊教育公平知识图谱

在知识图谱中，可以看出特殊教育公平的

研究主要体现在随班就读这种教育形式上，涉

及到的几个大的节点是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残
疾人教育、教育权利、教育公平、全纳教育、机会

均等词语。近年来，研究者对全纳教育的研究向

更宽广的方向发展，从内容上看，由全纳教育的

大而泛的概念向具体的小而精的研究发展；从

时间段来看，由集中于小学的全纳教育向两

端———学前和大学的全纳教育发展；从对象来

看，由关注全纳教育对象本身向其他周围支持

系统扩展。
二、全纳教育视角下特殊教育公平的理论

研究

1600 年，随着中世纪教育文化的没落和资

本主义的萌芽，一些教育思想家提出了“教育平

等”的口号，他们主张不论学生的能力和性别如

何，应该让他们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使其有

机会且平等地参与到社会中去。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教育机会均等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问

题重新出现，再次引起教育理论界的关注，一下

子成为研究的热点。麦克马洪（Mc Mahon）提出

了水平公平与垂直公平的概念，水平公平指的

是在教育者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相同的人应该受

到相同对待；而垂直公平是指在接受教育的过

程中不同的人会受到不同对待。[3]斯塔西·亚当

斯(J.S.Adams)（1965）在《社会交换中的不公平》
中以心理学的视角将公平理论 （(Equity Theory）

运用到有关分配的公平概念和认知失调上，他

认为动机的激发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比

较，对是否公平作出判断，并以此来指导行为的

一种过程。[4]

科尔曼（1966）在《教育机会均等观念》中，提

出了一种以个人本位为理论依据的实质均等

观，到 20 世纪 60 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加

详尽地阐述了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由“消除歧

视”和“消除不均等”两部分组成。[5]著名的教育

学家、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托尔斯泰·胡森

(Torston Husen，1916)认为，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根

本原因在于学校教育本身，正是因为学校教育

强调了要平等地对待每个人，而使一些遭遇到

遗传缺失、社会缺失、文化缺失的人失去自己选

择发展的机会。因此，必须改变过去的传统教育

方式，要为每个人提供一种最适合于他自己发

展的教育条件与教育机会。[6]特殊教育作为一门

社会学科，它工作和研究的对象是儿童少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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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普通儿童的特殊儿童少年。具体对特殊

学生进行教学，需要有应用理论作为指导。沃纳

克（英国，1978）在《沃纳克报告》中曾提出三个一

体化的概念，即场所的一体化、社会的一体化和

功能的一体化，强调特殊儿童的安置和全纳（融

合）教育。由于正常化思想的传播，人们普遍认

为，所有儿童都应该得到尊重和教育，都要在教

育上获得平等的权利。[7]

（一）特殊教育人权的哲学观点

特殊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或是一项事业，从

开始形成到缓慢发展再到迅速发展都与对残疾

人的认识和残疾人本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支持

息息相关，其核心归根到底是残疾人的问题。中

世纪末文艺复兴初期，意大利著名的诗人但丁

最早提出“人权”一词，17、18 世纪的启蒙运动

中，新兴资产阶级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

家进一步提出和确立了“天赋人权”的理论。格

劳秀斯（1645）提出自然权利的概念，他把生命、
躯体、自由等看作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卢梭

（1778）更是将平等上升到更重要的地位，认为

没有平等自由将不能存在。卡尔·马克思（1867）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站

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一切社会现

象，他对自由、平等等人权思想有精辟的阐述。
我国关于残疾人和残疾事业的理论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认识残疾学生和

特殊教育事业的指导思想。
（二）特殊教育学生的认识观点

特殊教育的发展经历了“隔离→整合→融

合→融合中有隔离，隔离中有融合”的历史进

程。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孔子曾

在教学过程中评论学生“柴也愚，参也鲁”，即高

柴比较愚笨，而曾参比较鲁莽，因此提出了“有

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思想（孔子《论语·先进》）。
古罗马教育思想家昆体良（公元 1 世纪）建议教

师要研究学生的个别差异，“注意智慧的差别”，
并且要观察“每个人生来擅长什么”。法国启蒙

思想家狄德罗也提出教育要从人的生理组织和

自然特征出发，才能达到目的。当一个学生的差

异程度大到难以用一般方法进行教学时自然要

考虑，采用特殊的方法。在差异论的影响下，教

育者首先改变的是一般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

法，根据特殊学生的具体情况设计个别的教学

方式方法。其次是研究制订鉴别差异的方法和

工具，著名的心理测量量表比奈———西蒙智力

量表，最早是由法国教育部为测出有智力障碍

的学生而专门委托比奈和西门两位心理学家研

究制订的。再次，特殊教育者的工作重点由开始

注重群体之间的差异渐渐向关注个体间和个体

内的差异研究转变。最后，由关注学生是否有身

心障碍转向强调学生有无学习困难问题。特殊

学生作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体，进行教育

时既要根据他们身心发展的生理基础和基本规

律的一致性，又要采取适合他们特点的不同于

一般的方式方法。特殊学生具有发展和受教育

的可能性，承认障碍学生的特殊性，不等于认同

他们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和受教育的条件，而且

特殊学生的发展必须是建立在全面发展的基础

上的。在发展和补偿缺陷的关系上，不管是国内

还是国外的特殊教育在对待特殊学生时都是扬

长避短，认为教育工作的重点是提高他们的优

势所能之处，但是这种关于残疾学生发展的思

想是不全面的，乐正克（战国晚期）在我国最早

的一部教育著作《学记》中就提到教育要“长善

救失”，对于特殊学生，“长善”和“救失”都是教育

的目的。同时，“救失”又是“长善”的必要条件。[8]

因此，对特殊学生的教育首先要在全面认识的

基础上加强缺陷补偿，继而全面发展。
三、全纳教育视角下特殊教育公平存在的

问题

（一）偏向理论设想和现象研究，具体的有

针对性的实践研究较少

全纳教育文献具体分析较少。即在全纳教

育的实践上，我国主要采取的是随班就读的教

学方式。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以

至于“随班就读”变成了“随班就坐”和“随班混

读”。没有把特殊学生在普通班级接受教育的能

力和需要哪些额外帮助才能达到目标的可能性

进行预估，更没有强调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全纳教育（融合教育）———随班就读还处

于仅仅给障碍学生提供一个接受教育机会的阶

段。且所研究的都是一种理想模式，对具体地

区、学校或班级全纳教育研究思考较少，很少开

展动态追踪来对具体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分析。另外，发展也不平衡。特殊教育的起步较

晚，而且各个地区重视程度不同，以至于全纳教

育发展很不平衡。没有本学科的特色，多数还是

延续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特殊教育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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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法较少。没有特殊教育学科上的创新，

在关于全纳教育在特殊教育体现上的公平问题

没有深入挖掘，全纳教育公平性没有丰富的论

据来支持论点。指导全纳教育中的特殊教育的

实践效果低，大多都在表面做文章，深入细致的

研究不足，尤其在理论基础上升华的实践操作

的理论更少，缺乏实验和实证的研究，很多研究

处于纯思辨理论的层面，一些结论缺乏实验的

过程，即使有实验也缺乏严谨的逻辑论证。
（二） 重视小学阶段特殊教育公平的研究，

缺乏学前全纳和高等全纳教育研究

从研究文献来看，关于全纳教育公平的研

究集中于小学阶段，而对于学前和高等全纳研

究较少，尤其对于高等全纳教育的研究仅仅限

于普通学生和一些难民儿童。研究内容也局限

于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或教育过程的不公平这样

一些宽泛的概念中，不能实质性地解决具体问

题。如果要做到起点的公平，怎样在幼儿园做到

全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学全纳教育研

究缺乏，很多大学招收残疾学生，但是数量太

少，而且缺少各种硬件设施的支持。目前，越来

越关注智慧校园的建设，就是在高等教育中，体

现出一个很鲜明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全纳教育标

志。障碍学生不仅仅是获得和普通学生一样的

教育权利，而且需要周围系统的关注、支持和尊

重。对于障碍学生全纳教育的研究仅仅局限于

特殊教育行业的教师和相关工作人员，但这是

一个需要全社会的资源支持和关注的领域，社

区、医院、学校都有责任来支持，尤其是需医教

结合的学生只靠教师是完不成康复教育的。
四、全纳教育视角下特殊教育公平发展研

究的展望

要关注更多学科之间的整合。一门学科的

系统规范性体现在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上，特殊

教育所处的尴尬地位除了起步晚之外，还由于

其缺少系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支持，以至于

特殊教育在教育学和医学、社会学、人类学、生
态学等学科之间出现更多复杂的交叉，由研究

者个人偏好的理论来做特殊教育的理论研究。
随着科技医疗教育的发展，特殊教育公平的研

究不仅局限于入学率或是否完全纳入整个教育

体系中的一些数据统计，而是开始关注各个学

科之间的交叉整合和特殊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

深层次挖掘，SPSS、SA S、A m os、E-Prim e 等新的

研究方法和手段开始应用到特殊儿童的研究

中，尤其是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如眼动、
ER P、fM R I等以及美术、音乐等情景虚拟艺术技

术在特殊教育中的应用。多学科之间的整合更

能扩大特殊教育公平的范围和领域。
要加大特殊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由于

国内特殊教育的发展比较缓慢，其研究具有很

大的局限性，教育部在最近的相关文件中，提出

要引入国外高校项目资源。目前，有 2543 个经

教育部和地方行政部门批准和复核通过的中外

合作项目和机构。中外合作办学对我国特殊教

育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要引进国外

的相关专业资源来促进国内相关学科的建设，

这对人才的培养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就特殊

儿童全纳教育方面，尽可能地让国内有条件的

高校和国外高水平的大学展开合作办学。追踪

国际研究前沿，借鉴国外实践经验，引进国外高

水平的专业资质，更好地构建全纳教育支持体

系和专业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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