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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纳教育思想适用于特殊教育领域，也适用于普通教育领域。全纳教育的平等
观、民主观等先进理念对探究教学有着诸多启示作用，能够为探究教学的开展提供独
特的视角。全纳教育理念的实施可以有效弥补探究教学本身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如：
探究问题选择偏狭化、探究方式窄化、探究组织方式不能兼顾全体成员等。同时，探
究教学又为全纳教育理念的落实提供了较好的土壤。在全纳教育理念下开展探究教
学，能够营造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利于儿童天赋素质的发展；促进有效参与和合作，
利于学生动手动脑；关注每一名儿童的成长，利于潜能开发；实施多元化的教学评价
方式，利于儿童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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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九大报告高度关注教育公平问题，明确指出“要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
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
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发布《仁川宣言》和《教育 2030 行动框架》
，明确提
出 2030 年全球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是“确保全纳、公
平的优质教育，使人人可以获得终身学习的机会”。可
见，全纳教育及其理念已受到国内外教育界的高度关
注。实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94 年 6 月 7—10
日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召开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
上首次提出全纳教育理念[1]。全纳教育理念主张教育
应当满足所有儿童的需要，每一所学校都应该接纳对
应辖区的所有适龄儿童，包括普通儿童和特殊儿童，
并为这些儿童提供发展所需要的教学资源和教学用
具，确保他们能够愉快地成长和发展。在当时，全纳
教育主要关注于特殊教育领域，而如今，作为一种崭
新的教育理念，全纳教育在从本质上改变了特殊教育
基本观念和教学模式的同时，为普通教育也注入了新
鲜的血液，对世界各国的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全
纳教育思想适用于特殊教育领域，也适用于普通教育
领域，它要求整个教育体制要适应所有儿童多元化的
学习需求，故而全纳教育是面向所有儿童的[2]。目前，

全纳教育作为近二三十年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已经被国内外逐渐接受，并开始全面实施。

2

全纳教育的内涵

关于全纳教育的内涵，至今并没有统一定论，首
次提出全纳教育的《萨拉曼卡宣言》也没有对此作具
体阐释。目前，关于全纳教育有三种代表性说法：
其一，从教育学视角探讨全纳教育，认为全纳教
育是一种价值追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纳
教育指南：确保全民教育的通路》中将全纳教育定义
为：满足所有儿童学习的不同需求，减少不必要的内
部排斥，构建和谐的教育氛围，目的是希望教育能够
覆盖所有适龄儿童[3]。佛威、吉尔乐和基姆认为：“全
纳是一种态度，一种信仰，它关注每一个特殊儿童，
并且尽最大努力满足他们不同层次的需求，力求让每
一个儿童都能感受到被关注、被认可，尽可能让他们
感到安全，甚至能够在这样安全的环境下尽情发挥他
们的才能，促使他们取得成功”[4]。史密斯、波罗威
和道蒂认为，“全纳教育是一种价值追求，强调所有
特殊儿童都有权利和同伴平等参与学校的一切教学活
动”[5]。
其二，从政治学视角探讨全纳教育，认为每个人
都是民主和平等的。尚茨认为，“全纳教育是让特殊
儿童能够在普通学校、普通教室接受平等教育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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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6]。苏珊和威廉姆斯认为，全纳教育指在普通
学校和普通班级里让所有儿童都接受教育，换言之，
也就是包括残疾儿童在内，无论他们有任何残疾，或者
残疾程度怎样都应该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接受教育[7]。
这并非是仅仅让残疾儿童待在普通学校里接受教育，
更为重要的是普通学校要让这些儿童成为学校真正的
一员，让他们感受到接纳与尊重，让他们能够积极主
动地参与到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
其三，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探讨全纳教育，认为社
会应该接纳所有儿童。英国著名全纳教育专家托尼·布
思主张全纳教育是要强化儿童主动参与的一种学习过
程，主张促进所有儿童就近参与当地的文化和社区的
相关活动，减少被排斥在外的一种教育过程[8]。要想
实现这样的理想状况，特殊教育专业人士的支持和帮
助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家长、学校乃至整个社
会也应给与足够的支持与协作，以满足特殊儿童多样
化的教育需求。
综上所述，全纳教育并非简单让特殊儿童到普通
学校、普通教室“随班就坐”，这仅仅是一种减轻教
育负担的做法，绝非全纳教育的本意。真正的全纳教
育不仅要实现教育理念的转变，更是要促进教育实际
行动的变革。全纳教育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让所有
儿童民主平等地参与教育活动的全过程，在全面参与
的过程中，促进每个儿童的全面发展。在这里，全纳
教育表达出了平等、民主和合作的教育意蕴。

3

全纳教育理念运用于探究教学的可行性

全纳教育理念能够运用于探究教学，从根本上取
决于全纳教育与探究教学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同时，
全纳教育与探究教学在实践中相得益彰，全纳教育可
以有效弥补探究教学本身所存在的弊端，探究教学又
为全纳教育理念的落实提供了较好的土壤。
3.1 全纳教育与探究教学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全纳教育的价值取向与探究教学有着许多共通之
处，全纳教育的平等观、民主观等先进教育理念对探
究教学有着诸多的启示作用，能够为探究教学的开展
提供独特的视角。
3.1.1 崇尚民主
全纳教育理念根植于世界民主化进程中。全纳教
育主张所有儿童青少年民主平等地享有接受教育的权
利，提倡儿童的主体性地位，最大程度发挥儿童的主
观能动性。全纳教育希望构建一个没有排斥、没有顾
虑的全新民主与真实文化，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自
己应有的教育权利，无论他们是四肢健全，还是身有
残疾，都能够民主平等地享有他们作为一个公民的基
本权利。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为学生创设民主、宽松
的教学活动氛围，在教学过程中努力使全体学生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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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中。与全纳教育一样，探究教学同样以营造民主、
和谐的教学氛围为目标，注重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
而不仅是静静聆听，也唯有这样，学生之间，教师之
间才可以相互促进，实现教学相长。在探究过程中需
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不仅要求学
生掌握知识，更要引导他们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路径中感受学习的乐趣。可见，探究教学
和全纳教育共同拥有民主这个价值追求。
3.1.2 提倡平等
全纳教育明确提出要平等对待所有儿童，不是仅
仅关注在生理或心理上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而是
接纳和关注到所有儿童，并且为所有儿童创造平等接
受教育的可能，这不仅是全纳教育所提倡的平等待人，
同时也是普通学校普通班级的一种责任和义务[9]。目
前，全纳教育理念下的教育平等，是一种相对平等，
包括受教育机会平等和受教育过程的平等。在普通学
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现象，比如：
在入学机会方面，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很难得到平
等的升学机会，这个问题已得到了国家的重点关注。
与此同时，重点中学、重点小学、重点班级的划分，
也是不平等的具体表现。根据学生学习成绩简单地划
分学生等级，成绩优异的学生受到教师和家长额外关
注，这些现象都有悖于全纳教育的平等理念，全纳教
育提倡所有学生都值得培养，而不应该只关注部分学
生，排斥另一部分学生，学校的责任是营造一种尊重、
理解和接受的和谐环境，让每一个学生都有长足的进
步[10]，这也是学校的价值所在。探究教学提倡民主的
教育环境，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能够在人格
上体现平等，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能够相互尊重，相
互交流合作，在这种民主平等的环境下，师生之间的
关系是亦师亦友的，学生没有心理负担和顾虑，能够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发表自己的见解。
3.1.3 关注合作
全纳教育主张所有儿童都能够到普通学校接受公
共教育，然而每个儿童的教育需求不同会带来许多问
题。因此，全纳教育提倡通过合作学习解决这一难题。
通过合作可以提高儿童的参与度，减少儿童被排除在
教育教学课堂之外的现象。全纳教育强调同学之间的
相互合作，目的是建立一种和谐的合作同伴关系，学
生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扬长避短，在共同学习
和生活中，相互帮助，共同进步[11]。探究教学也非常
提倡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开展活动，培养学生的合作
探究意识和团队精神，小组合作中每个学生都有机会
发表自己的见解。小组合作的形式可以让每个学生各
司其职，各尽所能，满足每个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
实现每个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3.2 全纳教育可以弥补探究教学存在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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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探究教学研究者们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
同时，也遇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全纳教育的思
想主张保障所有人基本的受教育权，保障所有人平等
享受入学权利，并积极倡导学校接受辖区内所有学龄
儿童，且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学生的需求，注重教育的
基本功能等理念，恰好为探究教学冲破困境提供了支
持。
3.2.1 探究问题选择偏狭化
探究教学以问题为导向，中小学的教师几乎都能
够把握这个要领，尊重学生的基本意愿，让学生自己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然而，在探究教学
的实践中，并非所有学生提出的问题都具有代表性，
都值得探究，有的问题太大，有的问题太难，有的问
题太简单，不适宜探究，只需要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就
可以知晓答案。教师如果不予以指导，探究教学就会
变成一种固定的程序，这样的探究形同虚设。加之，
教师在布置任务，让大家提出问题之后，并非所有学
生都积极开动脑筋，而只是班级里部分学生提出问题，
这些问题不能代表全班同学的意愿，这就无形中排斥
了剩下那部分学生，甚至排斥了一些关键的探究问题。
全纳教育理念能够很好地改善这些情况，鼓励所有学
生都积极参与，提出问题，然后教师加以引导，让每
一个小组将他们提出的问题归纳总结，再将各个小组
的问题统一梳理，确定可以探究的问题，这样既满足
所有学生都参与其中，也可以确保探究的问题相对统
一。
3.2.2 探究方式选择窄化
探究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五种：工艺性探究、创意
性探究、实践性探究、对话式探究、实践智慧探究[12]。
工艺性探究中，教师往往关注于所教学科的内容，关
注学生收获教学内容的多少，按部就班的完成教学任
务。他们开展的探究也是例行公事，很少能体现民主。
创意性探究中，教师富有创意，是工艺性探究的一种
进步。应用这类探究的教师拥有丰富的教育经历和训
练有素的洞察力，能够有效控制探究行动，但是这类
教师往往不能了解学生的生活状况，只是根据自己的
教学艺术实施探究教学。在教育领域，“实践”一词
通常用来表明把批判性探究融入教师的反思性实践活
动中。在实践性探究中，教师在实践中反思，反思过
程中可能会关注到民主和平等，但这取决于具体情境
和教师素质。对话式探究中，多视角的探究，与不同
的人对话构建知识，这一探究方式可以鼓励教师和学
生通过有效协作解决问题，但在实际情境中较难践行。
相比于其他几种探究方式，实践智慧探究更为合理但
也更难实现，它鼓励培养如何对人的需求、欲望和兴
趣做出反应，这种探究更加需要基于情境做出独特反
应。全纳教育理念可以有效弥补选择方式窄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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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时刻以民主、平等和合作的价值取向为向导，选
择探究方式时，以探究主题和学生差异性为重要参考
依据，而不是建立在教师已有经验之上。基于不同的
探究主题选择不同的探究方式，而不是所有探究主题
都选择同一种探究方式。
3.2.3 探究组织方式不能兼顾全体成员
探究教学的组织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引导型探究，
在整个探究过程中探究思想以学生为导向，学生积极
参与探究的全过程，学生在其中发挥主体作用，教师
只在必要时加以引导和指导。其二是开放型探究，这
种探究注重探究问题的开放性，没有固定程序，由探
究情境所决定，探究的思维方式更加具有发散性，探
究过程更加具有自主性，教师往往任由其发展，不予
以指导和干涉。然而，这两种探究的组织方式都没有
考虑学生的层次性，学生在探究活动中，可能会不知
所措，被动地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从全纳教育理念
的视角来看，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教师没有真正关注
学生，关注每个学生是否都有能力参与其中的每一个
环节，每个学生是否都有机会参与探究过程，每个学
生是否都乐意帮助他人，教师和学生是否相互接纳，
相互协助，和谐发展。这样的教学过程会不经意间产
生例如歧视、排斥、分类和漠视等现象，正如黄志成教
授所说
“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存在是与全纳教育理念背道
而驰的，也可以运用全纳教育理念予以解决”[13]。

4

全纳教育理念下的探究教学

全纳教育为探究教学提供了先进的理念，探究教
学也丰富了全纳教育的实践途径。独特的视角，使全
纳教育下的探究教学在许多方面也独具特色。在全纳
教育理念下实施探究教学，为学生提供有意义和有质
量的教育教学过程，教师有意识地，并且真正做到结
合学生的不同个性特点设计和开展探究教学，这样的
探究才是真正符合全纳教育理念的探究。
4.1 营造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天赋素质的
发展
民主课堂是平等师生关系的体现。在全纳探究教
学的课堂中，教师是引导者和指导者，学生是学习的
主人。教师不仅要从形式上，而且要从感情上接纳有
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尊重且尽可能满足他们的特殊
需求，缩小他们与班上其他同学的差距，运用各种教
学手段，激发他们的天赋素质，促进其发展。对于有
学习障碍的学生而言，教师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
助，用鼓励的语言激励他们，让他们时刻感受到教师
对他们的关爱，从而能够身心愉悦地、全神贯注地融
入探究课堂中，成为探究课堂的真正主人。
所有学生都平等享有教学资源。探究教学实施过
程中，要注重营造民主、平等、和谐和宽松的教学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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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让学生在民主的学习环境中，愉快地学习，健康
地成长，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民主的课堂
环境中，教师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为他们指明开
启知识宝库钥匙的方向，针对不同学生的个性特征，
通过不同的教学形式，为每一个学生的成长提供探究
的环境和足够的资源，比如为学习优秀的学生提供具
有挑战性的学习材料，并鼓励他们独立解决问题，这
无疑是探究教学活动中民主和平等的充分体现。同时，
在全纳探究教学过程中，差异教学的实施让每一个学
生都学有所获，探究课堂中同样的探究内容，教师根
据学生的个体差异采用不同的方式启迪，真正让每一
个学生都成为探究课堂的主人，让每一个学生体会到
公平的教育。
和谐的课堂教学是全纳探究教学成功的关键。教
师针对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创设和谐的课堂教学情
境，让每个学生在他们所处的年龄阶段发挥自己的潜
能，展示他们的天赋，取得优异的成绩。在全纳探究
的课堂上，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之间存在
着年龄差异，存在着智力差异，同时也存在着个性心
理特征的差异，但是他们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教师
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平等看待每一个学生，正确认识每
一个学生的独特性，为他们创造和谐的教育氛围。比
如对于学习有困难的学生，适当降低学习难度，并对
其进行个别辅导帮助，让他们也能体会到成功的乐趣。
全纳教育理念下的探究课堂力求根据不同学生的需求
找出每个学生的生长点，充分发展每一个学生的天赋
素质，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学有所长。
4.2 学生积极有效参与和合作，利于学生动手动脑
全纳探究教学的效果取决于学生的有效参与。全
纳教育和探究教学都是建立在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之
上，唯有当学生积极有效参与到教学过程中，主动建
构学习经验，与同学和教师之间有效合作，学习才会
真正发生，学习才会有所成效，也唯有这样，才有利
于学生动手动脑，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可见，全纳探究教学的实施效果取决于学生有
效参与的程度，包括学生参与的意愿、参与的态度和
参与的积极性。
全纳探究教学的实现需要合作学习的支持。根据
全纳教育理念，每个学生都可以完成学习目标，并且
具有强烈的学习意愿，但在真实情景中，每个学生都
会需要得到一定的帮助。合作学习不但可以丰富学生
的个人学习经历，而且可以将不同学生的不同爱好特
长有效地整合起来，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合作学习的
过程中，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同
时，也可以促进不同学生之间的交流。在合作学习中，
学生之间不但可以实现信息和资源的共享，而且还可
以相互倾听、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相互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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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多维度的合作有助于全纳探究教学的实现。
在班级里，学生在学习或生活中遭遇的困难，绝不是
学生的个人问题，而是班级的问题，因为班级是一个
学习共同体，每一个学生都是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
他们也是学习共同体中的合作者之一，每一个成员都
应该有这样的集体意识，某个同学的困难，都是集体
的事情，需要共同合作予以解决，这种合作是多维度
的，不仅包括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教师与教师之
间的合作，而且也包括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甚至
包括教师和家长之间的合作，家长和学生之间的合作，
以及家长与家长之间的合作。
4.3 关注每个学生成长，利于学生潜能开发
一方面，教师在探究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本着公
平、公正对待每一位同学，不能有所偏见，特别是在
师生互动中，眼神和言语上不能有过激的表现，让学
生感到教师的不公正，这样不但会挫伤学生的自尊心，
而且还可能会使他们对学习产生厌倦。教师在短短的
一节课中，既需要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又需要关注到
每一个学生，这无疑存在一定的难度，对此，教师可
以采取一定的策略，如：教师可以将学生座位划分出
多个区域，依次重点关注，对不同区域的学生提出不
同的要求，这样有利于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
另一方面，全纳教育和探究教学都要求对每一个
学生予以充分关注，关注不同学生的需求和能力基础，
这样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来自教师的关切，来自集体的
温暖，有利于学生潜能的开发。在全纳探究教学中，
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独特感受和个人经验，师生相互交
流互动，让学生根据个人已有的经验基础来建构新知。
教师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学生
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这就需要教师花费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为每一个学生建立成长发展报告，详细掌握
学生的发展轨迹，当学生出现学习困难时，教师能够
迅速地做出准确的判断，真正做到关注每一个学生的
发展。教师还可以通过成长发展报告，帮助学生建立
更为合理的发展规划。
4.4 推进教学评价方式改革，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在评价内容方面，全纳探究教学过程中，教师倡
导学生用不同的方法学习，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展示自
我的机会，每一个学生都拥有自己的强项，因此，我
们不能用同样的评价内容和标准对待不同的学生。全
纳教育理念下的探究教学，其评价内容的选择应既关
注共性特征，又关注学生个性表现。评价内容应既包
括知识技能层面，又涵盖情感态度方面；既包括学生
智力方面，又包括非智力方面。通过全面评价和衡量
学生学业成绩、动手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
能力等诸多方面的表现，做出更为客观准确的判断。
在评价原则方面，全纳教育理念下的探究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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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评价原则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导向，评价突出体现
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评价过程中，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评价主体由教师转变为师生共
同评价、生生相互评价、小组评价共同组成。评价打
破了传统的教学评价的固定模式，不是仅仅注重评价
结果，而是更加注重评价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全纳
探究教学的评价，其目的不再以筛选为主，而是以促
进学生发展为宗旨。
在评价方式方面，全纳探究教学中的评价方式是
多元化的，包括观察、访谈、课堂提问、实验报告、
作品展示、设计实验、操作实验、问卷调查和纸笔测
验，等等，教师在形成性评价过程中，根据学生的特
点以及教学主题等因素，综合考虑运用哪种教学评价
方式，以此了解每一个学生的长项和不足，有针对性
地为每一个学生进行指导，学生也能更加全面了解自
我，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安排。评价是为了能
够更好地促进学生发展，通过评价诊断出学生问题的
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同时也让学生看到自己的
优势，让每一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加自信，让
他们在自由宽松民主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自已的潜能，
实现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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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lusive Education is applicable to both speci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The advanced

concepts of equality and democracy in inclusive education offer inspirations to inquiry-based teaching by
making up its shortfalls, such as lack of typicality in problem selection, lack of diversified methods, and failure
to pay attention to all students. However, inquiry-based teaching provides a good condi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inclusiv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 education, inquiry-based teaching can create a democratic
and harmonious classroom atmospher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gifts, promote their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pay attention to all students’ growth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diversified teaching evaluation methods to promot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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