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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在全市计划开设21个班，每个教学点招生不
超过30人。各教学点根据软、硬件条件与服务对象特
点，为青少年提供公益性暑期看护服务并开设符合其
年龄特点的相关课程。

除了南京外，7月到8月，苏州将开设1183个“家门
口的暑托班”，覆盖1295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
“家门口的暑托班”项目从7月中小学校暑假开始，开设
公益暑托放心班，通过招募志愿者，进行专业化培训。

无锡市教育局将在全市范围内遴选首批121个社区
居民学校开设“七彩公益安心托班”，免费为4400余名小
学生提供公益性暑期看护服务，督促学生自主完成暑假
作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体育艺术环保等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主题活动。

放假了
我的孩子谁来管？

为满足广大家长需求、解决学生暑期“看护难”问题，日前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引导支持
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工作。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全社会关注。
孩子的假期托管对于不少家庭来说，的确是件不得不面对的难事。教育部此次发文，是否能真的解决家长们的这一实际难

题？比起良莠不齐的私人托管班，“公家”托管班成了家长们的梦想与期待。那么，我们距离“公家”托管还有多远？【 】
截至目前，北京，上海，武汉，江苏南京、苏州，山东泰

安，河南安阳等地，已经制定出台假期托管政策，学校将
承担托管服务。同时，武汉、桂林、安阳等城市教育局都
已经有类似的通知，希望中小学教师以自愿的方式，参加
暑假托管班的值班工作。如果志愿者的数量没有达到要
求，教育部门将会统一统筹中小学老师值班。

上海市针对小学生的“爱心暑托班”已经连续举行了
多年。据了解，今年上海市“爱心暑托班”共有两期，每期
3周。其中第一期为7月5日至7月23日，第二期为7月
26日至8月13日。具有上海小学学籍的学生均可报名
参加，无户籍限制，先到先得（不包含幼升小学生）。
“爱心暑托班”一般每班招生不超过50人，具体根据

各办班点的实际情况确定。每班每期配备班主任1名，同
时原则上每班每期配备7名志愿者，由各区会同有关高校
或社会组织共同选拔，团区委为志愿者提供基础培训。

今年，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将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的
前提下，开设543个办班点，基本与2019年持平，继续实现
对所有街道、乡镇的全覆盖，并将走进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五个新城等重点区域。

暑托班将按师生比1:5配备相应带班工作人员，招
募超过12000名学生志愿者。课程上除了党史主题“开
班第一课”和疫情防控健康专题课，上海市级层面还统一
安排了德、智、体、美、劳五大类别课程，近20家社会组织
也将为暑托班提供超过2000课时的公益课程。

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消息称，暑假期间，北京市以
学生为本，帮助家庭确有需要的学生过好暑期生活，将由
各区教委组织面向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学生的托管服
务。托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提供学习场所，开放图书馆、
阅览室，有组织地开展体育活动等。不组织学科培训和
集体授课。适当收取费用，对家庭困难学生免收托管服
务费用。

各区教委本着公益、志愿的原则组织暑期托管服务，
根据各区的实际情况，计划以街道、乡镇为单位确定托管
服务承办学校，学生以就近的原则参加托管服务。

同时，北京市教委倡议社会各界和相关单位，充分发
挥资源优势，积极志愿为中小学生提供暑期托管服务。

武汉市也开设了面向小学生的暑托班。据共青团武汉
市委消息，2021年武汉市青少年暑假社区托管班已于6月
30日开始报名，7月5日正式开放。武汉全市共开办193个
市级暑假社区托管室和82个区级暑假社区托管室。

今年武汉市青少年暑假社区托管项目以“庆祝建党
百年，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围绕红色教
育、传统文化、创意美术、成长教育、安全自护等方面开展
社区托管服务，帮助青少年度过一个“安全、健康、有益、
文明、充实、愉快”的暑假。

武汉全市193个市级托管室和82个区级托管室服
务区域范围内的武汉学籍小学生都可以报名，优先考虑
假期农村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中低收入双职工
子女群体，无户籍限制；而幼儿园及幼升小阶段学生不在
服务之列。

按照武汉市疫情防控的总体原则，市级托管室线下
托管活动时间每班限招50人，额满即止。

教育部：
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开设学生“暑期托管班”

武汉：
分市级和区级暑假社区托管室

北京：
不组织学科培训和集体授课

江苏：
公益性暑期看护，部分地区免费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张雯婧
■本报摄影本报记者谷岳

近日，教育部下发《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通知》提出，地
方教育部门要从本地实际出发，鼓励有条件的学校积极承担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工
作。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积极引导和鼓励教师志愿参与学生暑期托管服务，不
得强制，对志愿参与的教师应给予适当补助。要统筹合理安排教师志愿参与托管
服务的时间，保障教师权益，既要保障教师暑假必要的休息时间，也要给教师参与
暑期教研、培训留出时间。

同时，《通知》明确，暑期托管服务坚持学生自愿参加，主要面向确有需求的家
庭和学生，并由家长学生自愿选择参加，不得强制要求学生参加。要合理安排暑期
托管服务内容，应以看护为主，开放教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资源设施，合理提供
一些游戏活动、文体活动、阅读指导、综合实践、兴趣拓展、作业辅导等服务，不得组
织集体补课、讲授新课。暑期托管服务要坚持公益普惠原则，可参照课后服务相关
政策，采取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

连日来，教育部的这一通知，在众多家长群里炸开了锅。之所以引起这么高的
关注度，归根结底还是家长对于孩子假期托管的强烈“需求”。
“孩子放假了，谁来看娃？”近日，记者在多个家长群中，就此问题展开调研。

在收到的78个回复中，有39%的家长选择“家中老人带娃”，有25%的家长选择“私
人托管班”，18%的家长选择“自己在家看娃”，还有13%的家长会让孩子参加各种
托管性质的夏令营，剩下约5%的家长选择“带娃上班”。

对于“是否愿意参加学校提供的假期托管”，52%的家长表示“愿意”，也有
29%的家长明确表示“不会参加”。还有19%的家长持观望态度，表示会根据家庭
每个假期的实际安排情况，考虑是否让孩子参加。

愿意参加的家长：私人托管班良莠不齐让人不放心
“教育部的《通知》让我们兴奋了好几天，现在就盼着政策‘落地’，让孩子不要

在假期成为没人管的‘野孩子’。”今年37岁的晓枫与丈夫都是甘肃人，两人大学毕
业后选择留在天津工作。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并在
8年前生下了可爱的儿子轩轩。去年，当轩轩成为一名小学生后，每到假期临近，
晓枫都会变得非常的焦虑，而让她焦虑的原因就是“假期中的儿子成了没人管的
‘野孩子’。”

“两边老人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实在没有能力带孩子。平时上学时还
不太显，每到假期真的特别羡慕家里有老人能帮忙带娃的家庭。”晓枫说。轩
轩上学后的第一个寒假，是在晓枫和丈夫轮流歇“病假”和“年假”中勉强度过
的，“今年初的这个寒假我们几乎用完了这一年的所有假期，没办法，孩子太
小，我们只能请假轮流在家照顾他。好在寒假不太长。”考虑到暑假时间相对
较长，两个人的假期也已消耗殆尽，夫妻俩决定给儿子找一个托管班。“因为孩
子年龄小，我们就想着哪怕多花点钱，也给孩子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考察了
七八家之后，晓枫最终给儿子报名了自己单位附近的一家私人托管班，每天近
300元的费用，包括一顿午饭、两次水果加餐，有专人辅导写作业，并且还有一
些额外的实践活动。看着儿子在托管班一个月的费用比自己的工资还高，晓
枫也只能勉强接受，“要不然怎么办呢？现在就希望这家托管班能把孩子照顾
好了，不用学多少东西，只要让孩子吃饱了，安全地过完暑假，我就知足了。”晓
枫说。

采访中，大多数对托管班意愿强烈的家长，都跟晓枫的状况类似。老人不能带
娃，夫妻又是双职工。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请假、带娃上班后，都不得不选择把孩子
送到私人托管班。
“以前孩子上幼儿园时，每到假期，我都把他送到家附近的民办幼儿园，这些民

办园一般会在假期招收一些临时的幼儿。可是孩子上学后，这样的方法也行不通
了，只能找托管班。”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于晴家的情况跟晓枫差不多。但是，去年
暑假，9岁的儿子因为调皮在托管班遭遇了“老师”的体罚与冷暴力。虽然最后托
管班退还了孩子的托管费用，但是这件事让于晴心有余悸，“这些私人托管班，很多
都没有资质，在小区里立个牌子就敢招生，要不是实在没办法，谁愿意把孩子送到
这样的地方去呢？”

不愿参加的家长：想让孩子有更丰富的假期生活
在记者的调研中，也有近三分之一的家长明确表示不会参加假期托管，其中很

多人的理由是“希望孩子有更加丰富的假期生活”。
“我很庆幸自己大学毕业后就选择结婚生子。现在自己年龄不算大，父母也还

年轻，身体很好，孩子的假期都是跟着爷爷奶奶或是姥姥姥爷，基本不用我们操
心。单位里很多人都非常羡慕我家有老人能带孩子。我也很感谢四位老人这些年
对孩子的付出。”今年35岁的小熙是一名公务员，10岁的女儿几乎都是爷爷奶奶
带大的。上学后，老人们负责接送，假期中，孩子几乎就住在了老人家里。“我不想
给孩子报托管班，不仅是因为老人有精力照顾好孩子，而且我也希望孩子可以在假
期中有不同的生活体验。比如，我给她报了马术课程，还有游泳、表演课，忙过这段
时间，我会请年假带她去旅游，让她看看外面的世界。这些，不管是在私人的还是
学校的托管班都不可能实现。”小熙说。

记者注意到，此次教育部下发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各地要合理安排暑期托管
服务内容，应以看护为主，开放教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资源设施，合理提供一些
游戏活动、文体活动、阅读指导、综合实践、兴趣拓展、作业辅导等服务，不得组织集
体补课、讲授新课。可以说，这样的安排也是照顾到了每一个孩子的利益，并且尽
最大可能地让假期托管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是，学校可以组织的活动毕竟有限，
而且需要考虑安全等众多因素，所以，可能会存在一些局限性。“没条件的家长希望
只要有人能看娃就好，有条件的家长恨不得带着孩子去看世界，每个家庭的情况不
一样，每个孩子的需求也不一样。假期托管其实也是一件众口难调的事。”一名小
学校长表示。

上海：
按师生比1:5配备带班工作人员

假期托管是好事，科学、合理安排才能有效果
对于《通知》中明确的“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积极引导和鼓励教师志愿参与学生

暑期托管服务，不得强制，对志愿参与的教师应给予适当补助。要统筹合理安排教师
志愿参与托管服务的时间，保障教师权益，既要保障教师暑假必要的休息时间，也要给
教师参与暑期教研、培训留出时间……”等基本原则，多数受访教师表示理解。但也有
部分受访教师认为，尽管《通知》中强调了“志愿参与”原则，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可
能会给教师带来一定的压力。“假期中，作为老师，我们不仅要充电、学习、培训、进修，
还要进行家访，策划组织线上活动，随时了解学生身心情况。说是放假，其实老师的假
期也很累。但是，如果学校需要老师值班，照顾托管学生，我也很愿意为学生和家长服
务。只是希望学校能够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师的假期工作，这样才能有好的效果。”小
学六年级班主任刘梅（化名）说。她的观点，也得到了不少老师的认同。

此外，走访中，不少老师也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建议：“学校在假期对学生进行
托管，是件好事。但是老师的精力毕竟有限，可以招募一些大学生志愿者，他们青
春有活力，很容易与学生们‘打成一片’，为学生组织更加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也
有老师表示，学校可以考虑与第三方合作，引入有资质的教育机构，与学校老师一
起为学生创造有意义的暑假托管生活。

我们距离假期托管还有多远？
天津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肖庆顺：
假期孩子托管，是一件大好事，要把好事办好，尚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
一是要明确假期托管的目的。假期托管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解决部分家长

由于工作等原因在假期不能照顾孩子的问题，主要是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帮助孩子
度过假期生活。偏离了这一目的就很难实现预期的效果。

二是要遵循自愿的原则。假期托管，学校是重要的主体，教师要志愿参与学生假期托
管，学生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自愿参加。如果不遵从这两个原则，就可能将好事办坏。有些
地方的教师之所以反映强烈，是因为担心志愿变成强制行为，特别是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进行摊派，且和教师的评价挂钩，侵害教师的休息权利。学生也应该是自愿参加，如果孩子
有人照管，或者假期的安排比较丰富，没有托管的需求，就不需要托管。教育部也进行了澄
清，托管不会变成第三学期，也不会取消教师的假期，各地要严格遵守。

三是需要多方的参与。托管以学校为主，但也要看到单单依靠学校很难解决所
有的问题，需要社区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例如大学生志愿者、公益机构等。

四是活动的多样性。对于假期托管的孩子，要在活动的内容上尽量丰富，让他们
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例如可以进行阅读，复习功课，开展兴趣小组以及拓
展活动等，但不能讲课、补课、变成变相的补习班。

五是相应的条件的保障。就以学校托管为例，也是需要相应的条件保障的，例如学
校的体育设施、图书馆开放，开展各种活动等，这就不单单涉及托管的老师，还涉及学校
中管理这些场馆和设施的老师，开展多元化的活动也需要教师在时间
和精力上进行额外付出，因此给予一定的补贴是必要的，除了公
共财政予以保障之外，应该允许学校向有托管需求的家
长收取一定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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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年代》第1、2
集1960年的春天，铁道队
战斗英雄金灿烂和带着设
备回厂的火车专家常汉卿，
在一列疾驰的蒸汽火车上
相遇。常汉卿因拒绝让出
自己箱子所占的铺位而与
晕车的金灿烂起了争执。
外面传来警报声和枪声，金
灿烂忘记晕车，冲出去协助
乘警抓住了搞破坏的特务，
她误会同样带着箱子的常
汉卿身份，对他进行搜查，
发现是一场误会……

天津卫视 19:30
■《母亲的承诺》第

10、11 集 董援朝向林秋
雯正式表白，林秋雯非常
意外，对董援朝各方面的
条件，林秋雯也很满意，可
她提醒董援朝自己带着一
个负担——墩子。此时，
王天柱也已经成熟不少，
他鼓足勇气准备向林秋雯
表白。不料，林秋雯来找
王天柱，先告诉他董援朝
正在追求自己的事。王天
柱深知自己在各方面都比
不上董援朝……

天视2套 18:25
■《夜市人生》第8、

9集 中铃要改建夜市的
消息传来，大家议论纷
纷，担心不已，有人开始
埋怨魏红，认为是她连累
了大家，甚至认为赶走魏
红，大家就会平安无事。
大志出来替魏红说话，魏
红对大志心存感激。光
裕见中铃郁郁寡欢，趁机
劝慰中铃放弃改建夜市
的计划，以免因得罪众摊
贩而给他们的公司上市
带来麻烦，中铃终于决定
将计划搁置……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今天

的原告徐先生原本想趁着
店铺促销，去家居店购置
一些家具。然而没想到，
店门还没进去，就被店门
口铺的红毯给绊倒了，还
造成了骨折。那么，徐先
生受伤到底该由谁来承担
责任呢？

天视6套 18:00

■《你看谁来了》本
期邀请到青年歌手金美儿
携新歌做客节目，她成名
于《星光大道》，殊不知成
名背后隐藏着她内心深处
的伤痛，至今还是单身的
她首次澄清了和经常合作
的歌手扎西顿珠不是情侣
关系，这个满身故事的女
孩忆起往日时光，是什么
让她倍感自责？又是什么
让她深感温暖？

天津卫视 21:20

天津卫视（101）
19:30剧场：奔腾年代

（1、2）21:20你看谁来了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母亲的

承诺（10、11）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西京故

事（16—18）19:20剧场：
枪侠 (5—8)22:15 剧场:
东风破(25、26)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夜市人

生（8、9）
天视5套（106）
19:30 延 时 直 播:

2021年日本足球职业联
赛清水鼓动VS川崎前锋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精编 20:10 男人世
界 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19:50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夏日连连看》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