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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学校嫌他“智力低”，特殊学校嫌他“智力高”——

左右为难：岳阳14岁孩子 20余次“求入学”
2014 年 2 月 17 日， 岳

阳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满
怀期待的易磊夫妇领着孩子
先后前往岳阳楼区离家近的
4 所普通学校，希望儿子能
够随班就近入学，但无一例
外都吃了“闭门羹”。

眼见儿子入学没有任何
希望，易磊袁本香夫妇带着
儿子来到了岳阳市残疾人联
合会寻求帮助。信访维权科
徐志平了解情况后，当场对
易凯的智力进行了测验。

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正常
的孩子，具备学习的能力，
身高 1.68 米却有些腼腆的易
凯当众掏出字迹清洁工整的
作业本，拿纸笔写下自己的
名字以及出生年月，并说出
学校同学和老师的姓名。“他
还能用电脑写日记呢！”在
易磊夫妇的提醒下，易凯坐
到电脑桌前，快速点开 QQ，
以空间日志的形式，简单地
记录下了当天的见闻。

测完后，徐志平认为“这
孩子可以试着去普通学校学
习”。但是，岳阳市残联相关
部门联系学校后，学校都以

“无学籍、安全问题、影响班
级评优等为由婉拒”。

“孩子不能读书，如何
得了？”得到这个消息，易
磊夫妇一脸愁容。不过当记
者向岳阳楼区残联负责人反
映易凯的情况后，岳阳楼区
残联委派宣教股长刘宇宏与
记者一起，为易凯寻找学校。

2 月 18 日 上 午 9 时 许，
记者与刘宇宏及易磊一家三
口来到了岳阳楼区教育局。

“昨天，得知此事后，我们基
教股就登记了易凯的情况，
会尽快想办法解决这类孩子
的读书问题。”该局相关负责

人进一步了解情况后认为，
易凯应该就近读书。

随后，记者建议易磊夫
妇带着儿子再去其所居住社
区附近的某小学碰碰运气。
夫妇俩一听，马上皱起了眉
头：“我昨天就带孩子去报
名，学校领导当场就答复我
们说易凯不适合在他们学校
读书。”当天，一家三口忐忑
不安地再次来到该学校，该
校办公室负责人谨慎地表示，
待向校领导汇报商议后再回
复。

离开学校时路过操场，
易凯看到学校操场上的同龄
人在嬉戏玩耍时，露出无比
羡慕的表情：“我想来这里读
书！”易凯充满渴望地望着
父母。

不过，让易家人失望的
是，下午 3 时，学校的短信
回复：由于该校条件有限，
接受一个 13 岁的智障儿童入
读小学，不利于小孩的成长。
这让易磊夫妇再次陷入了绝
望当中：“到底哪里能够接受
我们的孩子呢？如果有普校
接受我们的孩子，我们愿意
陪读，甚至每天站在教室窗
外等待孩子下课，绝对不会
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 

“说到底还是学校的观
点 没 有 转 变！” 刘 宇 宏 说，
根据岳阳市实施《湖南省残
疾人扶助办法》细则第九条，
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应当接受
符合条件的残疾学生入学。
根据方便监护的原则，残疾
人可以就近就便入学，不受
学区限制。

“不过，我们残联还是
会继续想办法，让这些孩子
正常上学！”刘宏宇说。 

自 从 易 凯 到 了 上 学 的 年 龄
后，一家人都在求助、转学中反
复折腾。

“读幼儿园的时候，就四处
辗转，有的甚至进去不到三天就
要求转园。”袁本香说，最后，逼
得实在没有办法，她只好在自己
家里对儿子进行学前教育。 

易 凯 7 岁 的 时 候， 父 母 开
始为他读小学犯愁。“专家说了，
这样的孩子，老是关在家里是不
利于成长的，要多和社会接触。”
袁本香无奈地说，现实却还是因
为易凯的智力问题，继续重复着
被普通学校拒之门外的尴尬，“为
了读个书，这些年转了 20 多次

学”。
2008 年，万般无奈的易磊夫

妇只好将易凯送往长沙一所特殊
教育学校。没想到，问题又来了，
在这所特殊学校，易凯的智力又
超过其他的同学。老师跟他们建
议，像易凯这样的特殊情况，放
在普通学校更有利于他的成长。

一年后，易磊夫妇打听到岳
阳楼区有所接收弱智、自闭症等
孩子的学校，而且可以按照普通
学校一对一的教学，夫妇俩马上
把儿子带回到了岳阳。

在这所学校，易凯接受了“一
对一”的学习。各方面的成长都
非常明显，但是四年后，易凯还

是辍学了。“虽然学校里施行因材
施教，但是每个月需要缴纳 1000
多元的费用。”面对高昂的学费，
易磊说，他这个家庭难以长久负
担。

不过，让儿子呆在家里，却
始终不是易磊夫妇的初衷。一年
前，易磊跟妻子商量后，又将孩
子送到了岳阳特殊学校。

但是仅仅只上了半个学期的
课，学校的老师就给夫妇俩提出
了建议。这里的老师同样认为易
凯的智力要高出学校里其他智障
孩子，应该去普通学校试读。老
师的一番话，让易磊夫妇又燃起
了让儿子进入普校学习的希望。

“为了能给我儿子上一 个 普
通的学校，我低声下气到处求人，
却一直没有实现这个心愿。”2 月
18 日上午，岳阳楼区老垅坡社区
居委会万家组易磊袁本香夫妇家
里，提起这个一般的父母轻而易
举就能实现的心愿，袁本香数度
落泪，这个“小心愿”，夫妻俩努
力了近 10 年，现在依然没能看到
希望。

更加难过的是，当着记者的
面，执著的 14 岁少年易凯不时
抛出一句：“我哪天可以报名读
书？”夫妇俩只得强颜欢笑，频
频用各种方式转移孩子的注意
力，试图把话题引开。

易 凯 出 生 于 2000 年 8 月。
袁本香发现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
的不一样，还是在易凯咿呀学语
的时候。

“别人家的孩子在一岁左右
就能说话了，但是我们家的孩子
到了两三岁还不能完整地说话。”
不过易磊夫妇发现，儿子的听力
和语言没有问题。“当时很多人

说是孩子发育有点迟，稍微大一
点，读书就没有问题了。”

易凯 4 岁时，袁本香把易凯
送到了附近的幼儿园。但是，“只
读了两三个月，孩子便被要求转
园”。问及原因，老师在支支吾
吾后，终于说出来，易凯的智力
有问题。为此，夫妇俩还跟老师
发生了争执，“谁愿意别人说自
己的孩子是个弱智呢？”

几天后，夫妇俩带着易凯来
到了长沙， 经 过 医院专家诊 断，
易凯确实患上了

“唐氏综 合征”，
也就是俗称的先
天性痴呆。看到
这个诊断，夫妇
俩几乎崩溃。不
过专家接下来的
提 醒， 让 夫 妇
俩看到了唯一的
希望。“专家说，
我儿子相对于普
通 意义的 智障，
有些特殊，他的

智力虽低于同龄的正常孩子，却高
出一般的智障少年。如果教育得
当，就会像普通的孩子一样健康
成长。”

可是，让夫妇俩没有想到的
是，正是因为易凯的“特殊”，让
孩子接下来的求学显得更为异常
艰难。“普通学校认为他‘智力
低下’、‘行为异常’，不愿意接
收；而特殊学校则认为他‘分数
太高’，也不是很情愿接受，况且，
我们这样的家庭，上不起特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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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8 日，岳阳市中小学开学的第二天，大雪飞舞。
岳阳楼区老垅坡附近一所学校里，孩子们于雪中追逐欢笑，兴奋地迎接着新

学期的到来。站在操场旁看着这一幕，14 岁少年易凯流露出无比羡慕的神色，口
中喃喃自语：“我想来这里读书！”

然而现实的无情，却超出了这个 14 岁少年的心理承受能力，就在前一天，
也就是开学的第一天，已有 4 所学校婉拒了他的入学申请。

14 岁孩子转学 20 余次

10 年未曾实现的“小心愿”

中国建立最早的关于关
心弱智儿童的机构——广东
省扬爱特殊儿童家长俱乐部
介绍，目前我国“唐氏综合
征”的出生率在 1/750。其中
类似文中易凯的轻度弱智儿
童约占智能不足人口的 65%，
他们几乎都面临着“左右为
难”的入学局面。

湖南省残疾人康复研究
中心智障康复科负责人李利
君介绍，湖南省虽然没有出
台类似易凯上学问题的相关
规定，但是易凯可以由父母
带领去权威的医疗机构做个
测定，如果智商评估分值超
过 75 分，那么在他户口登记
注册时所管范围内的学校不
能拒绝接收，反之，孩子家
长可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孩子
的合法权益。另一种情况是，
如果易凯的智商诊断评估分
值在 75 以下，也可申请在正
常教育的学校报名读书，但
要特别提醒的是，即便最终
成功入学读书，学校只能提
供和正常孩童一样的学习环

境，但所考核的成绩和在校
表现不被学校考核。

扬爱特殊儿童家长俱乐
部一份 15 年的跟踪报告显
示：“把这些轻度弱智的孩子
放在常态环境中远比放在特
殊学校里要好。随班就读的
特殊儿童在记忆力、逻辑思
维及抽象思维方面都有显著
的进步。从完成学业情况看，
他们基本上能达到普通小学
教学大纲的要求。”建议教育
部门对所有特殊儿童中的轻
度患者实行融合教育，让这
些特殊孩子回归主流社会。

·编后·

哪里能够接受这样的孩子？

面对欢快的校园，易凯心中无限向往。

易凯自学的架子鼓，有模有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