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20日 9点 30分，常山县二都桥小学暑
期托管班内，值班老师袁祎晨正在给孩子们上
美术拓展课。“把这些彩泥揉一揉，然后按照你
们画的样子一点点做成立体模型。”袁祎晨上手
示范，孩子们跃跃欲试。教室角落里，三年级的
刘腾正在给二年级的杨齐林讲作业题，还有几
个孩子在小声讨论最近读的故事。

“目前一共有 26人，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
级，大孩子小孩子都在一起。”二都桥小学校长

钱春华告诉记者，暑托班托管时间是一个上午，
从 8点 30分到 11点 30分，一共三节课：两节阅
读和作业辅导课，一节艺术拓展课，其间除了课
间休息，还有眼保健操、健身操时间。“常山的暑
假公益托管服务将持续一个月。”

同一时间，常山县实验小学的暑期托管班
内，也在上着有趣的音乐拓展课。冷气十足的教
室内，特意开辟了一个阅读区，每个孩子都可以到
图书室借阅感兴趣的图书带到教室来阅读和交

流。吴宇浩抱着《昆虫历险记》看得正入迷：“家里
太吵了，不能安安静静看书，还是来学校好。”一旁
的鲁昱同学则说，在暑期班，有很多小伙伴一起做
作业、玩游戏，比一个人呆在家有意思多了。

值班老师郑志荣告诉记者，为了开展暑期
托管服务，学校特意采购安装了教室空调。除
了辅导作业，暑期班还会开展红色印迹、课外阅
读与指导、科学与探究、体育与游戏、艺术与欣
赏5个课程各6个课时，内容丰富。

托管半天，上阅读课和艺术拓展课

孩子们都说“很好玩”

在家长为暑期公益托管班拍手叫好的同
时，也有人也在担忧，以后老师还有暑假么？记
者了解到，从常山县几所学校的情况来看，老师
的暑假依然还是有保障的。

以二都桥小学为例，该校抽调所有党员教
师参与值班，每天有 2名作业辅导老师、1名拓
展课老师、1名值班班主任在岗管理暑期托管
班，一个月下来，每位老师只轮到2到3个半天。

“暑托班开得比较急，报名参加暑托班的孩
子比较少，需要的管理老师人手也少，所以目前
人手还是比较宽裕，也能保障教师的暑假必要

休息时间。”二都桥小学校长钱春华说，“但如果
以后把暑托班时间延长到一整天，持续2个月，
且学生人数大幅增加的话，对于学校和老师来
说还是会有压力。”

尽管如此，记者了解到，许多老师还是踊跃
报名想当暑托班老师，有些学校甚至还竞争激
烈。“本来暑假也需要值班的，现在不过是多值
几天班而已。”常山县实验小学老师郑志荣说，
自己班里有几个学生家庭情况复杂，没有大人
管着，挺担心的，现在参加暑托班后，正好可以
在学校里照顾一下这些学生。

常山县教育局教育科科长陈文军告诉记
者，考虑到今年是第一次推出暑期公益托管
班，且很多家庭已经提前报了兴趣班，所以教
育局选定了以城区小学为主进行试点、为期
半天。今后，将在试点的基础上向常山全县
推出全天的暑期公益托管班。截至目前，常
山县已有 200多名“看护有困难”的孩子参加
了学校暑期托管班。下一步，常山县教育局
将对几所试点学校的托管服务展开随机抽
查，重点检查安全、是否讲授新课以及托管服
务质量等。

老师踊跃报名管理暑托班

学校说，保障管理老师的必要休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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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开启“校园暑期托管”
记者实地探访，带你了解“官方带娃”

记者 尹婵萱 实习生 胡婷翌 文/摄 通讯员 胡丽婷

7月9日，为引导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工作，教育部发布《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鼓励有条件的学校

积极承担暑期托管服务。

7月15日，常山县率先选取常山县实验小学、常山县天马一小、常山县天马二小、常山县第一小学、常山县育才小学5所城区小学开始试点推行

暑期公益托管服务。7月19日，又增加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集中的常山县二都桥小学作为暑托服务试点学校。

暑期公益托管班里孩子们都上些什么课？托管班要上多久？由谁来管理？7月20日，记者来到常山县实验小学、常山县二都桥小学，对这两所

学校的暑期公益托管情况进行了实地了解和采访。

当天 11点 20分，常山县实验小学校门外，
已经有一些家长来接孩子。说起暑期托管服
务，他们有不少话要说。

“确实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家长刘善
根告诉记者，自己和爱人都要上班，家里两个孩
子，大的已经上大学了现在正实习，小的才上小
学一年级。长辈们年纪都比较大，吃不消照顾
孩子，如果没有暑托班，就只能让上小学的孩子
一个人在家里了，实在不放心。“现在孩子上午

在学校暑托班，下午去兴趣班，一天都有了着
落，在学校还有老师帮着监督和辅导写暑假作
业，真好。”

另一位家长郑仙花告诉记者，听说学校要
开暑期托管班后，第一时间就来报名了。她说
之所以把孩子送到学校的暑期托管班，主要看
中学校管得严，不用担心孩子乱跑产生安全问
题，另外可以让孩子保持良好的作息规律和学
习习惯，免得在家里没人监督、日夜颠倒。

还有不少家长表示，学校开的暑期托管班，
好是好，就是只有半天，时间太短了，中午接送
孩子还是有点不方便。要是能再配合一下家长
的上下班时间，延长到一整天就更好了。

记者了解到，在参加学校暑期托管班的学
生中，除了父母双职工以外，还有不少家庭情况
比较特殊的，比如父母离异单亲、父母都在外地
打工等，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学校提供暑期托管
服务，无异于“雪中送炭”。

家长们说，解了燃眉之急

如果能再多半天就更好了

6月30日，柯城区教育局发
布：今年9月柯城区将新增10所
公办幼儿园。不久后，柯城区教
育局又发布信息，招聘 213 名公
办幼儿园劳动合同制老师。对
此，民办幼儿园的园长们忧心忡
忡，担心生源被抢、师资被挖。
在大力推进公办幼儿园建设的
过程中，客观上给民办幼儿园带
来不小的竞争压力。笔者认为，
应推行“教育券”制度，将优质民
办幼儿园融入“公办体系”，优化
幼儿教育环境，整体提升幼儿教
育水平。

政府扩大公办幼儿园数量
和规模，提高公办幼儿园入学
率，提升幼儿教育水平，落实国
家政策，解决“入园难”“入园贵”
的老大难问题，老百姓拍手称
快。撤并、关停一大批无证和低
质民办幼儿园是大势所趋。但
是，民办幼儿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甚至在不少地区还充
当着主力军的作用，在保障学前
三年幼儿教育方面功不可没。
保护民办幼儿园健康良性发展，
也是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和义务。2018年11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
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
出，“坚持改革创新。突出问题
导向，统筹兼顾、综合施策，破解
制约学前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
障碍，补齐制度短板，激发办园
活力，鼓励引导规范社会力量办
园，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在解决了“入园难”“入园
贵”的问题后，老百姓对“入好
园”的需求越来越强。创办一所

优质等级幼儿园并非朝夕之
功。即便是公办幼儿园，要成
为优质品牌园，也需天时地利
人和，需花上好多年时间。只
有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共
同向“优质等级”努力，一个地
区的幼儿教育水平，才能避免
被整体拉低的风险。

提高幼儿公办园入学率和
促进优质民办幼儿园发展两者
并非天生的对立物。假如，将提
高公办幼儿园入园率变成让更
多幼儿通过享受政府教育经费
的方式实现在优质园上学，用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行幼儿教
育券，思路不一样，效果也会不
一样。

2001年，浙江长兴引进教育
券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教
育券制度简单地说就是，政府给
适龄儿童发一定金额的教育券
（按政府投入公立学校的生均单
位成本折算），家长可自主选择民
办学校，用教育券抵学费，不足部
分家长再补。如此一来，包括在
民办园就读的每一个幼儿都可以
享受政府的教育经费，实现更大
意义上的社会公平，民办园客观
上也就成了完成公办园教育教学
任务的机构，政府只需在没有合
格民办幼儿园服务的区域创办公
办园兜底，减轻财政压力。同时，
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下，会促进幼
儿园向品牌特色方向发展。

在幼儿教育大发展、快发展
的当下，保护和开发优质民办幼
教资源是绕不过的课题，推行

“教育券”制度应该也是值得考
虑的选择。

近日，在浙江省第四届体
育大会健美操比赛上，衢州市
代表队在全省 11个地市的优秀
健美操运动员中脱颖而出，获
得了全部 14 个单项中的 10 枚
金牌。

衢州市第三中学为本次衢

州队贡献了 7名队员，与其他兄
弟学校联合组队为家乡出战，
成功摘得青少年组男单、女单、
混双、三人操、五人操、有氧舞
蹈、有氧轻器械 7枚金牌。在成
年组比赛中，该校 2020届毕业
生获得女单、混双两枚银牌。

●教育时评

幼儿教育
能否推行“教育券”制度？

培坚

近日，2021年浙江省青少年
射箭锦标赛在湖州南浔区圆满
落幕。在为期五天的比赛中，衢
州市白云学校（柯城区少年儿童
体育运动学校）的学子们斩获佳
绩，在本届比赛中夺得 15金、9
银、9铜，位列奖牌榜第二位。

五天的比赛紧张而激烈，射
箭运动员奋勇争先，努力拼搏，
向每一支箭要动作，向每一次开
弓要质量，推弓、靠拉、撒放，重
复一次又一次……运动员们为
了荣誉拼尽全力。

此次衢州市白云学校（柯城
区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学校）运动
员代表衢州市参赛，经过了三个

组别的个人全能排名、个人淘汰
赛、团体淘汰赛、混合团体淘汰
赛的激烈争夺，获得男子团体
淘汰赛甲组冠军、乙组亚军、
丙组季军。陈则尔夺得男子乙
组个人淘汰赛冠军，吴戈凡、
程子丹包揽男子甲组个人淘汰
赛冠亚军。陈则尔、陈思雨夺
得乙组混团冠军，方哲宇、郑
寒月夺得丙组混团亚军，吴戈
凡、张润琪夺得甲组混团铜
牌。方哲宇夺得男子丙组个人
淘汰赛亚军。

我市射箭项目设立于 2012
年，在2018年浙江省第十六届运
动会上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

白云学子射中省赛15金
通讯员 周凯 文/摄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
通神。”为探寻百年党史脉络，引领全
民阅读风尚，7月15日，第二届“我是
小小书香使者”公益短视频活动正式
启动。本次活动由中共衢州市委宣
传部主办，衢报新媒体中心、衢州新
华书店承办，主题为“绿书签·我为

‘百年书单’代言”。

活动对象：全市中小学生。
活动要求：参赛选手拍摄1分钟

以内的竖屏短视频，围绕阅读主题，以
“浙江读者心目中的百年书单”为主，
讲述阅读故事、分享读书感悟、推荐优
质好书（推荐浙版图书适当加分）、朗
读名著名篇等，有书香、有创意，展现
青少年爱阅读、善阅读的良好风貌。

参赛方式：即日起至 7月 25日，
参赛选手可将参赛视频发送至邮箱：
Qsp12345@163.com，作品将在衢州
新闻网、掌上衢州、掌上衢州抖音号
等平台进行播放。主办方将根据视
频点赞数、投票数、专家意见等，评出
30位市级“小小书香大使”。衢报新
媒体会为入选的市级“小小书香大

使”拍摄参选视频，并上传至活动主
平台——天目新闻客户端参加省级

“小小书香大使”的评选。
此外，主办方还将选出一批优秀

参赛视频作为“书香系列”公益广告，
在浙江省级主要媒体、全省各地新华
书店卖场电子屏和公众号等平台推
出。喜欢阅读的你，赶紧出手展示吧！

◀暑期公
益托管班
除了辅导
作业还提
供丰富课
外书给孩
子阅读▲常山县实验小学暑托班内，老师带领学生学习儿歌手势舞《听我说》。

◀常山县
二都桥小
学暑期公
益托管班
值班老师
袁祎晨给
学生上美
术拓展课

衢州三中学子健美操
摘得7金2银

通讯员 张秀君

我市第二届
“我是小小书香大使”公益短视频活动启动

记者 余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