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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都晨刊》：让折翼的天使展翅飞翔 

 

 

  日前，铜陵特教学校收到高考捷报，该校 2015届初中毕业生

王杰、吴侃、汪勇琴被天津理工大学本科录取。此外，该校初中部

今年的 7名毕业生首批有 5人被南京聋人高中、6人被合肥特教中

心录取。六月毕业季，学生收获成长时刻，对很多普通学生的家长

和老师来说，欢笑的背后是一路的汗水和泪水，对于那些身有残疾

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成长，不止有酸涩的眼泪，更多的是人生的磨

难。 



 

  努力改变命运 

  南京聋人高中是全国第一所聋人高中，该校的办学历史可以追

溯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对于广大聋人学子来说，这所专门供残疾

人就读的全国重点学校，是能够让残疾孩子有机会升入高等学府的

地方。2015届铜陵特校毕业的三个孩子就是从南京聋校考入天津理

工大学的。 

  铜陵特教学校聋部今年有七位初中毕业生，5月份老师带着孩

子参加了合肥、南京等地高中学校的招生考试。让老师和家长感到

欣慰的是，七个孩子中有六个都被合肥、南京的两所学校录取，一

个孩子因为美术学科稍弱没能被首批录取。 

  南京聋人高中面向全国招生，与全国各地的孩子相比，铜陵特

校的学生不仅在各门课业的成绩上遥遥领先，孩子的接人待物行动

举止更被招生学校的老师赞叹。铜陵特校负责人告诉记者，课业成

绩只是一个考量标准，对这些聋人孩子来说，他们的每一分都来之

不易，与家长老师的付出也分不开，特教学校是小学和初中一贯制

学校，七个孩子在老师身边生活学习九年甚至更多。九年前，一脸

茫然的孩子被家长送到学校，他们的父母没有想到九年后，可以看

到的是一张乐观自信的笑脸。 

  感谢信里诉衷肠 



 

  对于普通人来说，知识改变命运，对听不见声音的孩子来说，

知识技能不仅改变命运，更是他们生存适应社会的利器，他们迫切

需要。他们想获得这份技能，必须先学会生存。九年前，特校生的

家长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怎样才能生存。 

  记者在特校学生家长的感恩信里读到了家长从心痛茫然到看

见阳光的那份喜悦。相伴九年的老师就是一辈子的家人，俞同学的

妈妈说道：“昨日仿佛就在眼前，记得在 2010年我牵着孩子的小

手走进特校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道孩子未来在哪里？”俞同学

的妈妈表示，班主任杨亚群是孩子的老师，也是家长的良师，解决

了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遇到的困惑。 

  让一切成为可能 

  十三年前，一位妈妈连拉带拖地把自己听力和运动能力有问题

的女儿带到特校，老师看到路走不稳、笔握不住的小女孩都心疼得

直摇头。然而，十三年后，孩子学会了写字、跑、跳，学各种学科

知识技能，现在她还会出门坐高铁、用高德地图……即将离开特校

这个温暖的港湾，母亲和孩子有很多不舍，也有对于未来的信心。 

  谁爱孩子，孩子就爱谁。只有爱孩子的人，他才可以教育孩子。

对偏执且屡教难改的聋哑学生，杨亚群说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聋

人多数观察能力强，敏感细腻，所以当他们的老师唯有放下自己的

情绪，耐心再耐心，这样所有的不可能才有可能成为可能。 



 

六月，特校毕业生奔波在各地的考场上，一场场的考试检验着

九年来师生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临别时，所有人都哭了，三千多个

日日夜夜，已经变成了影像和故事，老师说第一节课教学生第一个

手语时的情景好像就在昨天，一点点的努力打开了学生与外界沟通

的屏障，他们相信折翼的小天使可以展翅飞翔。 

（铜都晨刊记者 高颉伟） 

 

 

 

特校党员教师用行动向建党纪念日献礼 

残疾人教育一个都不能少 

 

7 月 1日 7点半上午，市教体局、残联、民政局组织市特殊教

育学校一批党员老师再次踏上了“送教上门”关爱残疾少年儿童康

复教育行动的漫漫征途，由送教教师带路共同前往幸福村、钟鸣镇、

北站、安平乡、胥坝乡送教学生家中看望他们，为他们带去慰问品

和慰问金，并且送教教师留下为他们上课。用实际行动向建党 98

年纪念日献礼。 



 

 

  长期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残疾少年儿童的康复和教育工作。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办好特殊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更多次强调:小

康路上，残疾人一个都不能少。铜陵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残疾少

年儿童的教育和康复工作，经多年的努力，铜陵市区适龄残疾少年

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基本到达 100％。对于部分残疾情况特别严重

等有特殊困难、不能到学校接受教育的孩子，我市采取的是“送教

上门”的方式，解决他们入学难的问题。 

 



 

 

  残疾儿童送教上门工作是我市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铜陵市坚

持开展送教上门工作已经有近 10年，送教上门的内容和形式也十

分丰富，有送康复、送学生教育、送家庭教育、送温暖、送政策等，

深受众多残疾人家庭的欢迎，得到广大居民的一致好评。 

 



 

 

  目前，铜陵市区有近 30名重度残疾儿童需送教上门，主要由

市教体局、残联、民政局等部门负责，具体委托铜陵市特殊教育学

校老师们承担，每两周上门一次，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心送到这

些特殊家庭，让这群同在蓝天下的折翼天使同样享受到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样为新中国的日益强大骄傲自豪。 

  

 附:铜陵特校送教上门工作简介 

  铜陵市特教学校是一所面向全市听障、智障等残障青少年儿童

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校。招生对象有听障、智障、自闭症、脑瘫、

多动症、唐氏综合症、语言障碍、多重障碍等多种残疾类型。目前，

在籍学生近 160人，其中听障生 15人，在校智障生 110人，另对



 

近 30名重度残疾学生实施送教上门。基本实现了铜陵市区适龄残

疾儿童义务教育全覆盖、零拒绝， 

  根据学校办学规模，我校每年能招收 12~15名残疾学生，每年

八月中旬，对前来报名入学的孩子进行入学能力评估，综合能力较

强、能适应群体生活的孩子，都将进入校园就读。针对问题行为较

多、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重度孩子，经家长同意，采取送教上门的

方式解决残疾孩子入学问题。我校送教上门活动自 2009 年开始以

来，现已经走过了 10 个年头，目前需要送教上门的学生有 40 名。

教师们 2人一组，不论严寒酷暑，也不论市区还是外围，全校从校

长到老师的送教工作一直都在持续进行着，让不能走进学校接受教

育的更为弱势的群体，足不出户就能和其他孩子一样享受平等的教

育。老师们不仅为他们送去了必要的知识、技能、交往等各方面知

识，还有很多老师在送教的过程中自费给孩子们添置学习和生活用

品，送去了学校对这一群体的长远关注和切实关心，为他们的长期

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学校高度重视送教上门工作的规范化，要求一人一案，建立个

别化教育方案，从教育评估入手，确立长短期教育教学目标，一对

一因人施教。同时要求每人每次都要对照长短期目标认真备课、上

课，并作好与家长的沟通和交流工作，取得家长的密切配合，坚持

在家协助孩子进行各项康复与训练。教师送教后要撰写教学反思，

上传两张照片、两段小视频，一个月一总结，一学期一汇报。送教



 

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家长和残疾孩子的热烈欢迎与广泛

好评。活动开展 10 年以来，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与配合，许多经教

育康复后发展较好的学生已陆续转到学校学习，成效显著。 

  送教上门工作是老师们凭着对特殊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

对残疾孩子真诚关爱的奉献行为，充分体现了我校教师的无私奉献

精神和高尚的师德师风精神。 

 

 

悦读圆梦 市特教学校第十二届读书交流活动 

第 3 场分享会圆满完成 

 

6 月 27日上午，市特校第十二届读书交流活动第 3场分享会在

校多功能厅举行。本次参加交流的有毛君梅、盛婷婷、刘童缘、赵

群、姚丁香、汪素华 6位老师，她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带领大家

品读了美文，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其中，有教育心理学成功案例

的分享，有别样的跨国教育理念引发的思考，还有经典文章独特魅

力的再一次品味等等，更有对人生乃至人性的思索，让人耳目一新，

受益匪浅。 



 

 

 



 

 

 

  本次活动还特邀了市政府教督委办督学汪士进、伍德宝、张小

铭到现场给予指导，他们对学校读书交流分享会这一特色活动给予

了高度评价，并希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读书活动越办越好！（供稿：

董宁华） 



 

 

市特教学校立足教育教学研究打造课程模式品牌 

 

6 月 28日上午市特校隆重召开了学校期末家长会，大会上业务

副校长陶世东详细总结了本学期以来学校开展的各项教育教学工

作，着重介绍了该校“生活大课堂”课程改革成效。该项目改革实

施已经历时两年，两年来，学校不断加强投入、加深落实，并组织

教师开展课题研究，以推进改革进程，深化改革内涵。2018 年 6

月，该校教师就“生活大课堂”走班式教学模式的研究申报省级课

题得以立项，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教师们积极编写配套校本教材，

目前已完成编写，并开展了试用本的印刷工作。 

家长会上学校向家长展示了该套校本教材共 20册，家长们争

相翻阅教材，对教材的编写表示高度认可，对学校教师的研究精神

表示深深敬佩，受到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并希望能尽快让孩子们

使用上此套更加适合的教材，同时部分家长也有建树地为该套教材

后期修订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 

学校表示下学期将会从经济支出上、师资配给上、硬件添置上

加大此项改革的保障力度，努力打造学校的特色课程模式品牌，提

升学校办学质量和办学品位。（供稿：沃先桃） 

 

 

 



 

学习促提升  交流共分享 

市特校开展教师外出培训学习汇报交流会 

 

作为学校教师专业化提升的系列活动，市特校 6月 28日下午，举

行以“学习促提升 交流共分享”为主题的教师外出培训学习汇报

交流会。 

  此次交流会由副校长陶世东主持，会议的主讲者分别是 5月参

加杭州杨凌子学校学习，以及 6月参加安徽蚌埠市特教中心学习团

队的成员，具体是沃先桃、王嘉瑶、张召虎、毛君梅、姚璇和董宁

华 6位教师。 

 

  交流会分为三个部分，首先陶校长就本次交流会的目的、意义

及交流步骤做了详细介绍。 



 

 

  随后是 6位老师的逐个汇报。他们分别从学习内容、学习体会、

学习反思出发，紧抓课堂这个主阵地，与全校教师进行经验分享，

提升了学校教师团队意识，促进了教师共同发展。 

 

  最后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查来军对本学期开展的系列教师外

出培训学习活动工作进行了总结，希望老师们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吸取先进的教育教学经验，结合自身特

点，积极探索更加适合学生学习的教学新思路、新方法，努力实践

高效的课堂教学，为市特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供

稿：沃先桃） 

 

课堂展风采 教研促成长 

市特教学校开展学前康复部教学开放日活动 

 为更好地推进新课程改革，打造高效课堂，加强教研的力度，进

一步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6 月 19日，市特教学校举行了

学前康复部教学开放日活动，以此来增进教师之间的教学交流，更

是让家长全方位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增进教师、家长和学校之间关

系。 

 



 

  市特教学校高度重视本次开放活动，提前部署任务，每个老师

都认真选择课题，做好充足准备。分别设计了运动课、操作课、认

知课等课题内容，以集体课与个训课的形式进行展示。老师们根据

每个班级儿童或每位儿童的认知特点精心设计教学环节，选择恰当

的游戏活动，充分展示我校师生风采。 

 

  课堂教学之后，及时开展评课议课活动，老师们积极参与，相

互交流，提出自己的认识与建议，达到教学开放日活动的真正目的。 

  本次活动有效地加强了教师间的交流，促进教研活动的开展。

老师们将会继续努力，提升业务素养，向更高的台阶迈进！（供稿：

徐丽） 

 



 

市特教学校召开期末家长会 

 6月 28日上午，市特教学校召开了本学期期末家长会。本次家

长会分为两场，第一场是全校家长会，由汪素华主持，党支部书记、

校长查来军，副校长陶世东与政教主任姚璇参会。第二场是班级家

长会，由各班班主任主持。 

 

  全校家长会上，姚璇宣读了市教体局《暑假致全市学生家长的

一封信》，将暑假安全作了重点强调，对安全知识的宣传和安全防

范意识进行了进一步的要求，注重暑期的防溺水、交通、食品卫生、

消防等方面的安全教育及监督管理。陶世东首先感谢了家长一学期

的辛苦和坚持，并就本学期的师生成绩、学校各类活动的开展、特

色康复教育以及下学期计划等方面向家长们作了如实通报。陶校长

还建议家长合理规划孩子的假期作息时间，强化良好习惯的养成。

在班级家长会上，各班主任对家长做出了更加详细的学生个别化暑



 

期教育康复计划，希望家长们不要放松对孩子学业和康复上的监督

与陪伴。 

  此次家长会，不仅为教师和家长之间搭建了一个交流沟通的平

台，使家校之间在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同时也提高

了家长对康教结合的正确认识，真正达到家校共建，共促残童成长

的目的。（供稿： 姚璇） 

 

“领悟生命 体验成长”摄影展走进市特教学校 

为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领略摄影的艺术魅力。6月 24

日，铜陵市著名的文艺专家、摄影家张国平老师，带着他的《领悟

生命 体验成长》为主题的摄影展走进市特教学校。在展览中，张

国平老师亲自为特教学校的全体师生和陪读家长作现场讲解，把镜

头中的场景重新生动地展示在大家的眼前，让倾听者仿佛置身于大

凉山的生活与文化气息中。 

 



 

 

通过这次摄影展，特教学校的师生、家长们欣赏到了大凉山美

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尤其是被大凉山的孩子们在那种贫困的

生活环境中，快乐生活的状态深深触动。大家领悟到了不同的生命、

不同的成长。从而更加珍惜、热爱现在所拥有的幸福生活。（供稿： 

姚璇） 

 

 

 

 

 



 

市特教学校党支部扎实开展党日活动 

    6 月 18日下午，市特教学校扎实开展 6月份党日活动，全体

党员教师、发展对象和积极分子参加，会议由支部书记、校长查来

军主持。 

 

  活动共有三个内容，首先查来军带领全体学习了关于“真情助

脱贫 党员在行动”主题党日活动的通知和关于开展 2019年第一个

“学习日”活动的通知。随后会议讨论接收预备党员事宜，会议按

照流程依次进行并采用无记名票决，最终发展对象王强全票通过，

成为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最后会议听取了入党积极分子沃先桃、

姚璇的思想汇报以及培养联系人对其近期以来的各方面的表现给



 

予评价和指导。查来军向发展对象表示祝贺和对入党积极分子近期

表现表示肯定，并提出希望其不仅思想上要跟党走，更要以实际行

动向党组织靠拢，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共

产党员。（供稿：王强） 

 

 

 

 

 

 

 

 

 

 

 

 

 

 

 

 

 

 

报：市教育和体育局  市残联 

送：各兄弟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