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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暑期学生看护“不再难”
全国多地积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成效显著
� � “同学们，这款红茶来自遵
义，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故事
就发生在那里……”

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
暑期托管班的一堂党史课上，
孩子们在社区教师带领下，不
仅品味了红茶， 更把革命故事
牢记心里。

据悉，由上海市教委主办的
上海“爱心暑托班”于 7 月 5 日
开班，至 8 月 13 日结束。 在确保
疫情防控安全前提下，共开设办
班点 543 个，其中学校场地办班
407 个，实现全市所有街道、乡镇
全覆盖，惠及学生近 4 万人次。

不光在上海，“暑期托管”在
全国多地都成了热词。 教育部 7
月初发布《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
期托管服务的通知》， 引导支持
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开展暑期托
管服务， 满足广大家长需求，解
决学生暑期“看护难”的问题，引
导和帮助孩子过一个安全、快
乐、有意义的假期。

通知下发后， 多地迅速响
应、积极行动，结合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设计并实施托管方案。

做手工、看电影、玩游戏、体
验艺术……今年暑假，四川成都
蒙彼利埃小学校园内充满欢声
笑语。

这是该校首次开设暑期托
管班，除了辅导作业外，还开设
体育、话剧等课程。 参加托管班
的近 200 名小学生大多来自“双
职工” 家庭， 托管时间从早上 9
点到下午 6 点，收费标准每人每

天 39 元。
除利用学校教学场地之外，

成都积极盘活青少年宫、 社区、
园区等各类场地资源开展暑期
托管服务。 为丰富课程内容，教
育、文明办等部门联动，统筹用
好红色教育基地、博物馆、文化
馆等社会教育资源，让学生们在
玩中学、学中乐、乐中思。

而在浙江宁波北仑区，当地
政府建立起小学、幼儿园和社区
“三位一体” 的暑期托管服务体
系： 在该区 10 个街道共开设 75
个社区假日办班点， 接收超过
3000 名学生；在 27 所小学、九年
一贯制学校开设暑期托管班，接
收 1500 余名学生； 在各类幼儿
园开设 231 个班级，托管 5600 余
名幼儿， 为上万户家庭提供优
质、普惠的暑期托管服务。

事实上，在今年教育部发文
鼓励兴办暑期托管班之前，已有
多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服务实
践活动。

三亚市吉阳区自 2017 年起
开办公益暑期托管培训班。“暑
期学校校舍闲置着，而孩子们又
无人看管，能否将这二者结合起
来，起到 1+1＞2 的作用？ ”三亚市
吉阳区教育局负责人表示，当地
外来务工人员较多，暑期没有时
间照看孩子，为此有很强的托管
需求。

开班 5 年来，托管服务深受
家长们欢迎。 为满足更多家长需
求，吉阳区暑期公益托管班规模
逐年扩大，托管覆盖范围也越来

越大，参与托管的学生人数已从
第一年的 600 人，增加到今年的
2600 多人。

成都市武侯区则从 2012 年
起就组织了暑期公益托管，至今
已持续 10 年。 今年辖区里的 30
个社区为 6 岁至 12 岁青少年
提供为期 4 周的托管服务，费
用全免。 暑期公益托管费用由
区财政补贴支持， 按每名学生
100 元的标准拨付，并为志愿者
提供交通补贴、购买青少年人生
意外保险等。

为了尽可能给孩子们提供
丰富多彩的暑期托管课程，多地
教育部门引入社会组织和志愿
者精心设计课程。

以三亚吉阳区为例，5 年来
暑期公益课堂内容不断丰富，从
2017 年的 7 门课程增加至今年
的 16 门课程，涵盖书法、科技、
美术、足球、音乐等，孩子们在快
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提升。

据介绍，参与当地托管服务
的志愿者主要是“候鸟”老人、在
校大学生、 培训机构工作人员，
其中以在校大学生为主力。 学校
主要提供教学场地，志愿者服务
费、餐费、水电费、意外伤害险等
均由当地财政承担。

在上海， 相关政府部门、企
业、社会组织等协同合作，为暑
托班提供超过 80000 课时的公
益课程： 围绕党史学习教育主

题，开发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在
上海》作为“开班第一课”；结合
疫情防控，开发了卫生健康专题
课程；结合美育需求，设计了《音
乐之声》《经典动画影片赏析》等
课程。

“大手牵小手”是上海暑托
班另一特色。 今年暑期上海共招
募超过 12000 名学生志愿者，确
保暑托班按师生 1 比 5 的比例
配备带班工作人员。 志愿者、上
海电力大学大二学生徐畅说：
“暑托班不仅让孩子快乐、 家长
安心，对大学生来说也是社会实
践的好平台，能让我们更加贴近
社会、走进基层。 ”

（据新华网）

虽值暑期，但大学校园内的
学习科研工作却并未停歇。 在天
津大学青年湖畔，一群“治愈系”
志愿者坚守在天津大学心理健
康教育中心，用不间断的服务与
奉献为校园带来温暖和阳光。

对于不少学生而言，暑期是
科研攻关、 自习备考的重要时
期，一些学生容易因压力而产生
心理波动。 为了满足暑假期间学
生对于心理服务的需求，天津大
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组建起了
一支经验丰富的队伍，为在校学
生提供心理援助服务。

“除了三十余位专兼职心理
咨询师，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中
还有十余位学生志愿者。 ”天津
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教师赵
宏祥说，“在他们的帮助下，暑期
学业压力较大、有咨询需求的同
学们能够第一时间向心理咨询
师们求助。 ”

24 岁的陈静宜是团队中的
一员，也是天津大学应用心理学
专业的一名硕士生。 入学后，她
便加入了心理援助志愿者的队

伍，在团队中负责沟通统筹等工
作。 这个暑假，她有大半时间是
在学校度过的， 除了前往图书
馆、自习室，她最喜欢待在心理
健康教育中心。

与她一同工作的还有即将
升入大四的李奕馨，大一就加入
志愿者队伍的她如今已成长为

团队中最可靠的助手之一。“我
在校学习的是教育学专业，但一
直对心理学很感兴趣，也希望能
尽力为遇到难题的同学们做些
事情。 ”李奕馨说。

李奕馨与陈静宜所在的预
约组是求助者进入心理辅导环
节前的“第一扇门”。 了解求助者

的个人意愿和咨询需求、帮助他
们匹配合适的心理咨询师、安排
时间与咨询方式……每一步，志
愿者们都既耐心又细心。“我们
就是求助者与心理咨询师之间
的那座桥梁。 ”李奕馨说。

这个假期，李奕馨正在准备
参加研究生考试，对于周围备战
考研的同学的焦虑与压力更加
感同身受。“有的同学来咨询时
心事重重， 但结束咨询的时候，
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情绪得到了
释放，心情十分放松。 咨询室的
这扇门好像有魔力一样。 ”她笑
着说，“每天在这里见证一个个

‘奇迹’的同时，我觉得自己也被
‘治愈’了，不仅对心理学的意义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坚定了自
己考取心理学研究生的决心。 ”

除了针对在校学生的心理
援助服务，今年暑期，这支团队
还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为河南等
发生洪涝灾害的地区的求助者
开通了免费心理咨询热线。

“志愿者们虽然年轻，但很
多都参与过疫情初期团队开展

的心理援助志愿服务工作，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工作起来热情高
涨、认真负责，对团队布置的工
作、需要反馈的事项反应速度很
快，我们感受到了青年的朝气和
活力，也为身边有这样一群有志
于从事心理事业的年轻人而感
到高兴。 ”天津大学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教师谭婷婷说。

这段边学习、边从事志愿服
务的假期经历对志愿者们而言
意义非凡。“通过团队中老师们
的培训和帮助，我不仅学到了很
多心理学专业的知识，也结识了
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收获良
多。 ”陈静宜说，每当看到求助者
在团队的帮助下走出心理困境，
她心中都充满成就感，这也帮她
树立起了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
目标。

“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
成部分， 需要从业者共同守护。
未来我希望成为一名心理咨询
师，用自己的力量让更多求助者
走出阴霾。 ”陈静宜说。

（据中国青年网）

� � 8 月 12 日，在福建省晋江市一家民营企业的暑期托管班，大学生志愿者在带孩子们做手工

这个暑期有点“暖”：
天津大学“治愈系团队”的别样“心旅”

� � 一位志愿者在天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内帮求助者进行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