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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人物：

陈晖

，天河区启慧学校教导处主任

特殊教育给孩子特别的爱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我是一

名特殊教育老师， 也是三个孩子的母

亲。 二胎是个双胞胎，从孕早期开始一

共做了十次 B 超。每一次的结果都告诉

我， 我的孩子有可能患上唐氏综合征。

我有很多纠结，最终还是坦然迎接他们

的到来，这源于我对特殊教育事业的信

念。 ”在第二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大赛特殊教育组总决赛上，来

自广州市天河区启慧学校的教师陈晖，

在最后的即兴演讲环节中，用个人的经

历谈对特殊教育事业的理解。 最终，陈

晖获得了大赛总冠军。

特殊教育只是职业分工

天河区启慧学校是天河区教育局

属下唯一的公办特殊教育学校，位于员

村四横路五号大院。 学校面向全区招收

中、重度智力障碍（

含智障 、自闭症 、脑

瘫等

）学生入学，实施九年义务教育。

2012 年，陈晖取得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特殊教育专业硕士学位，便来到天河

区启慧学校任教。“对我而言，特殊教育

只是一种教育分工，并没有特别之处。 ”

陈晖说， 普通学校更注重教授文化知

识，特殊学校更注重传授生活技能。

有苦有泪也有欣慰

陈晖毕业那年，特殊教育事业刚刚

起步。 学校里，年轻老师居多，大家对特

殊教育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上班第一

个月，陈晖便遇到一个难题。 有一名叫

小昆的学生，是个自闭症儿童。 他对上

厕所很执着，只能上家里的厕所，不能

去别的地方上厕所。 有一次，小昆在学

校里吵着要回家上厕所，陈晖在安抚过

程中， 被他在手臂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留下了一个拳头大的伤疤。 作为一名女

教师，爱美之心固然有之，因为这个伤

口，陈晖整整一个月都穿着长袖。

“被抓伤、咬伤、扯头发，是我们经

常会遇到的事，有的老师还被学生吐口

水。 ”陈晖坦言，刚从业的时候，有想过

放弃工作回去攻读博士生。 但学校亟须

特殊教育专业出身的人才，加上自己丈

夫也是特教老师， 同事们也没放弃，她

最终还是留下来。

在焦头烂额之外， 也有温暖瞬间。

她想起自己带的第一个班，有一个小女

孩被诊断为智力发育迟缓。 她常常出现

跑、跳、打、滚、吵等多动行为，严重影响

教学秩序，让人很头疼。 但某日雨后，陈

晖带队做操时 ，没

注意到后面有 积

水， 那个小女孩竟

然大声提醒她。“那

一瞬间， 我觉得很

温暖，对她再怎么也气不

起来。 ”

自此，她明白有些孩

子喜欢吵闹、打人等，都是沟通

的一种方式。 她开始加强学习，

尝试了解这些学生性格怪异的原因，并

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 逐渐地，启慧学

校“个性化教育”特色教育品牌建立，通

过评估之后， 对每个孩子进行因材施

教。

努力改变特殊孩子人生

目前， 启慧学校共有 135 个孩子。

“外界的眼光总是觉得我们很有爱心，

可在特殊教育中， 光有爱心是不够的，

更需要专业性。 ”陈晖说。 在大赛决赛

中，陈晖根据“冬天来了”的主题设计了

一门生活适应类课程，利用探究实践的

方式，激发学生兴趣。 课程中，她设置了

一个“取鱼”环节，要求学生想办法取出

封在冰块里的鱼， 引导学生用热水解

冻，理解冷热的概念。

在课余时间，陈晖还负责校本课程

戏剧教育。 通过戏剧学习、表演，孩子们

提高了参与活动的热情，有助于情绪管

理和康复训练。

曾经，陈晖带着孩子们出去参加表

演比赛。 其中一名七年级的程程虽然是

自闭症孩子，但他的记忆力很好，负责

在比赛中朗诵诗歌， 其他同学配合表

演，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最后节目获得

了一等奖。 程程的母亲也感动地给陈晖

发信息说：“以前我逃避孩子患病的事

实，现在我开始可以在别人面前承认他

是个自闭症的孩子。 ”

陈晖认为，特殊孩子的进步固然不

如普通孩子大，但他的点滴成长，对于

这个孩子而言就是巨大的意义。

静待花开 培养自信大胆的孩子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在此前

举行的天河区员村街首届朗诵艺术大

赛上，昌乐小学五年级一班师生们带来

的集体朗诵《我喜欢红色》，令人印象深

刻。 作为该班班主任，吴慧玲不仅仅是

孩子们语文学习的领路人，也是令孩子

们能大胆释放天性的好老师。 至今，吴

慧玲已在昌乐小学从教 22 年。 她关注

儿童教育，她还曾奔赴贵州、新疆等地

送教。 曾获得过“广州市优秀班主任”、

“天河区优秀班主任”“天河区最美班主

任”等荣誉称号。

耐心协管员 建立良性师生关系

“在业务能力上， 吴老师教学经验

丰富、肯钻研，能够非常快适应教材改

变。 对班级管理，她尊重孩子，不仅师生

相处融洽，和家长们关系相处得也非常

好。 对年轻老师，吴老师多年均参与了

学校的青蓝工程，甘于付出，耐心帮带

……”这是昌乐小学校长郑蕙眼中的吴

慧玲。

在语文教学上，吴慧玲的成绩有目

共睹。 在班级管理方面，她做得同样出

色。 在员村街朗诵比赛现场，吴慧玲和

42 名学生，以《我喜欢红色》为题，带来

了激情澎湃的集体朗诵。 舞台上，如此

朗诵阵势鲜见。“朗诵是全班的智慧。我

们有一个正能量满满的家委会，这次活

动当中，家长们很给力，在服装、朗诵稿

件方面给予支持。 ”吴慧玲认为，每个班

都有自己的灵魂， 作为班集体的组织

者，班主任就是一个协管员，不仅要带

孩学生，还要带好家长，做好家长工作。

为建立良性师生、 亲子关系方面，

班上隔三岔五便会组织有意义的社会

活动，卖报纸、徒步野炊、踏青……“这

样的活动， 让孩子们更好地认识大自

然，学习社会技能，也是老师和家长增

进感情的很好机会。 ”

尊重个性 让孩子真实表达自我

在吴慧玲面前， 班上的孩子们，大

胆而自信。“学校实行大循环代班制，一

直带到孩子们毕业。 带这些孩子，就像

是带自己的小孩一样。 我的年龄比大部

分小孩的家长都要长，家长们也多把我

当成孩子们的长辈。 家长们团结充满正

能量，孩子们凝聚力强，在这样的一个

集体中教学带班，很幸福。 ”

当得知记者将拍摄一张吴慧玲的

工作照片时，这群准备参加大课间跳绳

活动的孩子，一下子乐了起来，个个围

在她身边等待拍照。 几个活泼的男孩，

还推推挪挪凑到镜头前扮鬼脸。吴慧玲

并不特意指引孩子们站好，而是耐心等

孩子们自觉站好位子。

这正是吴慧玲的代班风格：尊重孩

子个性，让孩子们能够真实地、无所顾

忌地表达自我。 尽管已经是有 20 多年

教龄的资深班主任，但吴慧玲依旧在不

断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带这一批孩子

时，她根据孩子们的不同年龄段，培养

不同的目标。结合男孩、女孩的个性，她

设计出特色化课外活动。 四年级时，她

邀请家长指导女孩们走旗袍秀。一个月

课外学习结束后，女孩们带上妈妈一起

在学校、在街道，优雅自信地表演。男生

运动能力强，三年级时，吴慧玲就在班

上组建一支班级篮球队，召集全班男生

共同参加。“每周五，孩子们都会一起练

球。 有了班队，孩子们的集体荣誉感更

强。 他们还会利用课余时间，教女生投

篮。 这种和谐相处的情况，让人看了很

感动。 ”

培养创造力 让孩子轮流做班长

为培养孩子们创造力， 近年来，她

通过引入小班会的形式，让整个班级形

成活泼向上的氛围。 在班级中，每个孩

子都是班干部，每个人都为自己设立了

工作岗位，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 另

外， 吴慧玲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如：举行每月一次的诗歌朗诵会、“水果

拼盘比赛”“才艺大舞台”“专家讲坛”

等，培养学生综合能力，让每个孩子都

享受成功的喜悦。

显然， 在培养孩子们自主性上，吴

慧玲的这种方式很奏效。 在公共活动

上， 他们往往会给出意想不到的惊喜。

“孩子们自编自演小品，演得惟妙惟肖；

在校运会上，班级风采展示，女生摆造

型、男生秀花式篮球，呈现的效果也非

常理想……”吴慧玲的言语间，皆是对

孩子们的肯定。

扎根奉献在天河，吴慧玲的教育足

迹并不止于天河。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天河区输送派优秀教师到对口帮扶援

建地区送教育。 吴慧玲就是送教的一

员。 近年来，她随队到过省内的连山，以

及新疆、 贵州等地学校上语文示范课。

在帮扶地区， 她给当地孩子带去知识，

讲述广州故事，开拓孩子们的视野。 回

到学校后，她将在当地的见闻分享给班

上的孩子们。

人物：

吴慧玲

，天河区员村街昌乐小学五年级一班班主任

陈晖近照。 受访者供图

吴慧玲近照。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