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新闻
２０21.7.27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13

暑期公益托管班：期盼与担忧

免费暑托班大受欢迎

走进教室，孩子们穿着统一
的蓝色 T 恤，印有“南京爱心公
益暑托班”的字样。 每个孩子的
课桌上都摆放着自己的姓名牌，
黄色的火箭、红色的花朵、蓝色
的房子……这是孩子们自己设
计的花式图样，搭配黑色的印刷
体名字。 这是第一节课暑托班老
师布置的任务———让自己姓名
牌变得更漂亮些，也方便大家通
过姓名牌快速认识。

这是南京江北新区沿江街
道路西社区的暑托班，这个暑托
班和想象中有些不太一样。 有家
长把它比作精品的社团班， 不仅
是托管照料，更注重实践性活动。
比如， 从教室的座椅设计来看，S
型的课桌，25 名学生围着两边面
对面坐下， 少了传统课堂的拘束
感，颇有圆桌讨论的氛围。

每天早上 8 点半，孩子由家
长送到路西社区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办公楼， 到下午 6 点，
再由家长接回家。 课程从 7 月 5
日开始，一直到 7 月 30 日结束。
对于有特殊情况实在难以照顾
孩子的家庭来说，这样的暑托班
确实是解了燃眉之急。

从课程设置上来看，路西社
区的暑托班有中国结编织、扎花
灯、手工面塑等动手课程，也有
机器人、 物理小实验等科学课
程，还有硬笔书法、舞蹈学习、电
影赏析等课程。 每门课程都由 4
节课拼成一个系列，结课时还会
有成果展示。

路西社区的网格员胡文静
说， 暑托班很受欢迎，6 月 28 日
早上 8 点发布暑托班的报名消
息，2小时名额就满了。据了解，路
西社区的暑托班属于南京团市委
等主办的“七彩假期”爱心公益暑
托班，是纯公益性免费的。

在近一个月的课程时间里，
路西社区还特地安排了 5 次外
出活动。“前些天我们带孩子们
去洮湖公园书店体验，当一日小
店长，后面我们还会带孩子走进
南京青少年宫、 防灾减灾中心、
科举博物馆等地，让孩子们走出
户外、拓展视野。 ”暑托班的班主
任陈雪说。

不过，从经费、师资、场地等
资源考虑，目前各地暑期托管班
服务多数偏向“代管”而非多元
化的实践课外“教学”。 南京栖霞
区马群街道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澎湃新闻，目前大多数社区只是
提供一个场地，由相关的老师和
志愿者看管孩子。 至于能否设置
丰富的课程设置，并不是每个社
区都有相应的资源条件实行。

相比之下，南京一些主城区
的报名情况就逊色很多，甚至有
许多社区只报名了两三个孩子。
鼓楼区一位家长说，考虑到暑托
班“只托管不教学”，为了孩子的
成绩和综合发展，精准的校外教
辅机构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期盼与担忧

目前，各地的暑期托管班多
由教育部门、 文明办、 工会、团
委、街道社区等牵头组织，以社
区或学校为主体，时间 4 个星期
到 7 个星期不等。 工作人员主要
由社区干部、社工、志愿者、教师
等组成，均属于公益性质。

对于家长来说，最看重的是
公益暑托班的安全正规。 今年开
设暑托班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对
于基层社区来说，资金、志愿者、
师资力量、课程设计等，处处都是

“难点”，尤其是孩子的安全问题。
在南京多个基层社区发布

的暑托班报名信息中，都会提醒
家长给孩子购买保险。

“基层社区工作很忙，在专
业的人力资源不充足的情况下，
我们很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 ”
南京鼓楼区一社区主任张伟（化
名）说。

张伟所在的社区是典型老
城区的老旧型社区，办公场地拥
挤、老旧，并没有多余的场地作
为暑托班合适的教学场地。 张伟
说：“打算用社区的会议室作为
托管的场地。 ”

同时，张伟也担心，由于社
区人来人往，吵闹声可能会影响
孩子的正常学习。“在需要用会
议室的时候，还得再把孩子安置
到其他地方去，这样的一来一回
显得很折腾。 ”张伟说。 截至目
前，张伟工作的社区的暑托班还
未正式开班。 像这个社区一样，
虽然公布了暑期托管班的信息，
当实际上并没有开班运行的社
区仍有很多。

而像江北新区沿江街道路
西社区这样办公条件设备比较
完善的新社区，对于孩子的安全
问题也仍然有担忧。 比如，在路
西社区的暑托班课堂现场，就特
意放置了 24 小时工作的监控摄
像头。

正常的情况下，路西社区暑
托班的课堂有固定 6 个老师来
照看 25 个孩子们， 其中 4 位是
大学生志愿者，还有一名专职班
主任。 在外出的情况下，由路西
社区来负责提供统一的大巴车，
确保每个孩子都有专门的老师
照看。

尽管在这样相对周全的照
看下，负责暑托班的网格员胡文
静还是表达了忧虑，“孩子是好
动的，你不可能每一秒都保证不
离开视线，比如课间休息的时候
他去爬高一点的椅子，去和别的
孩子嬉闹，其实都要引起注意。 ”

南京栖霞区马群街道一位
负责暑托班的工作人员说，除了
孩子的打闹问题，饮食问题也需
要引起重视。

尽管在开班之前，家长已经购
买过保险， 并支付了中午餐费的
钱，但是许多社区并没有独立的食
堂。 如何保证孩子的健康饮食？

目前，马群街道部分社区选
择和入驻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合作。“在外面找的餐馆不放心，
我们就委托了街道提供居家养
老服务的机构来提供孩子的饭
菜。 ”上述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无锡今年也开设了
172 个公益暑托班，服务 3000 名
小学生。 在开班前，无锡市教育
部门对部分服务点还添置了监
控设备，安装了防护栏、窗户限
位器等，保证孩子安全。

不满足于“仅看护”

开展暑期托管服务， 是政府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体现。不过，
目前来看，仅靠“公益”和“爱心”
撑起暑期托管班，显然是乏力的。
如何建立长效的暑托机制， 解决
双职工、困难家庭带娃难题，还能
让孩子过上有意义的暑假？

关于暑托班的定位，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辉说，
暑期托管班主要功能就是帮助
时间上存在困难的家长托管孩
子，不是一个教育项目，不能办
走样变成复习班、补习班，增加
了孩子的暑假负担，也不利于孩
子健康成长。

储朝辉说，鼓励地方办暑托
班探索丰富的课程体系，但是不
能强求。 设置丰富的课程体系成
本比较高，需要有专业的师资力
量，靠现有设计的框架很难全面
推行。 从家长层面来说，也要打
消将提高孩子分数的想法，全部

寄托在暑托班上。“假期就是假
期，不管是什么托管方式，都不
能成为孩子的‘第三学期’。 ”

不过， 社会上也有声音提
出：“如果暑期托管仅仅考虑孩
子看护问题，不能为孩子增加发
展机会，提供优质服务，这样的
政策在效果上就会打折扣。 ”

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官浦
社区的副书记张文就遇到了这
样的问题。 尽管社区提供的暑托
服务课程很丰富，仍然有家长提
出，能否给孩子提供一对一的专
业辅导。“目前很难满足这样的
需求，毕竟专业老师的人员力量
配备不够。 ”张文说。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南师
大出版社党委副书记张鹏认为，
其实家长乃至整个社会对于暑
托班都是有一定的期待的，尤其
是如何做到精准托管。“托管班
不等同于托儿所，不是只把孩子
放在一起就行了。 ”

张鹏认为，社区其实并不是
成熟的托管基地。 比如社区存在
开放性、不安全性、场地不适合
学习等问题。 将孩子放在不成熟
条件的社区，有可能会造成一个
现象，孩子从宅在家里，变成了
宅在社区的会议室里，“这样的
暑托班价值意义其实并不大”。

相比之下，张鹏觉得学校是
更好的托管基地，未来可以建立
社区“托”付+学校“管”理+年龄
“班”组的“托管班”模式。 学校封
闭性、安全性强，有活动的操场、
图书馆等专业场地。 前期可以通
过社区筛选符合条件的孩子，以
行政区为单位， 选定相应的学

校，将孩子按照年级精准分到不
同的班级，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孩
子之间也不会互相影响。

当然， 将孩子放在学校托
管， 并不意味着进行传统的教
学， 而是更偏向做一些阅读、社
会实践类的活动。“这样不会给
孩子带来压力，孩子也愿意积极
参与， 老师带起来也不会很费
劲。 ”同时，还解决了“拢在一起，
却无法长在一起”的痛点。

更重要的是，从目前各地暑
托班推行的情况来看， 场地、师
资等都是基层社区面临的难题，
如果将托管基地放在学校一定
程度可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
用。 本来一个社区只有几个孩
子，却要配备 5-6 位老师、志愿
者来看管。 在学校可以用班级来
划分，节省各项资源，解决目前
场地和人力不足的现状。

从长远来看，各大城市的暑
期托管班是多部门联动的民生
工程， 这就带来了一个好处，政
府资源的输送更便利化，比如博
物馆、美术馆等文化资源，就可
以通过政府协调来打通渠道，丰
富孩子暑托的生活。“未来，肯定
还要多尝试打通各部门的资源，
让资源真正发挥到教育实处。 ”

如何提高老师加入暑期托
管班的积极性？ 张鹏建议，政府
部门可以发布一定的奖励政策，
比如奖金， 或者将优秀老师、暑
期社会实践优秀带队老师等荣
誉奖项的名额向志愿者老师倾
斜，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教师群
体加入暑托班的积极性。

（据澎湃新闻）

“� � 暑假期间，双职工都在上班，孩子由谁照看？这一直是困扰上班族家长们的一大难题。在今年，
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暑期托管班成了‘救星’。

7 月以来，全国多地落地暑期托管服务。 比如南京 15 个部门与各区启动开展暑托服务，从 7 月
上旬至 8 月底，为暑期家庭看护确有困难的低龄儿童（原则上 6 至 12 岁、困境儿童优先）提供暑托
服务。 苏州则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的载体资源，在全市范围内免费开设了 1183 个‘家门
口的暑托班’，一般每个暑托班控制在 30 人以内，目前已陆续开班。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 通知提出，地方教育部门要
从实际出发，鼓励有条件的学校积极承担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工作。

那么，这些先行试点的暑假托管班实际运行情况如何？ 基层在推行暑托班的过程中，又碰到哪
些操作难题呢，如何探索出有效、可借鉴的长效机制？

南京沿江街道路西社区暑托班课堂

南京沿江街道路西社区提供给暑托班孩子的阅览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