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YDB 32021年8月28日 星期六

编辑 周睿 美编 彭浩然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 治家有道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这个暑假，暑期托管这项旨在解

决学生暑期“看护难”问题的探索服

务，获得了很多家长的关注。从实际

效果看，暑期托管的确帮家长们解决

了基本的看护难题，由学校提供的暑

期托管，也让家长们更放心、更信

赖。但一些暑期托管服务实行的“混

班”管理和形式单一等情况也引发了

家长的担忧。

目前，不少学校参与托管的学生

不多、暑期师资有限，鉴于这样的运

转实际，把学生分开托管，不太现实，

因此，将来自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

学生集中管理。有家长担心，不同年

级学生心智发展不同，“混班”管理可

能会给孩子带来心理不适的顾虑。

显然，这需要学校通过不断提高托管

服务管理水平，推出促进交往、交流、

交融等一系列举措，打消家长疑虑。

比如，采用朋辈帮扶、结对互助等方

式，由高年级学生在学业上对低年级

学生进行指导和帮助，又或是举办兴

趣爱好分享活动，给不同学段学生提

供“破冰”和互动机会。

除此之外，一些暑期托管内容与

家长的心理预期也有一定出入。有

家长反映，自己的孩子每天到校后就

开始看书、写作业，中间会安排他们

做做体育活动，偶尔组织看看电影，

感觉只是在孩子看护上“搭了把手”。

诚然，托管服务本质是让孩子换

种方式过暑假，需加强学校自律和外

部监管，以确保其不会成为“变相补

课”，但若只是提供最基本的看护，而

不开展更多的兴趣活动，是不能满足

家长和孩子诉求的。

寒暑假，既是给学生结束一学期

紧张学习后的休整时间，也是为了让

他们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认识

社会。因此，暑期托管应区别于学校

日常教育，在提供基本看护服务的同

时，积极尝试寓教于乐的社会教育，

开展更丰富多元的活动。

事实上，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支

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也

明确，要合理安排暑期托管服务内

容，开放教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资

源设施，提供游戏活动、文体

活动、阅读指导、综合实践、兴

趣拓展、作业辅导等服务。有条件的

地方和学校在托管服务中，要充分利

用当地红色教育基地、博物馆、文化

馆等社会教育资源。这已然表明，学

校不能仅满足于完成托管的任务，更

要履行主体责任，发挥主观能动性，

力所能及地丰富暑期托管的形式。

面对这一现实公共需求，还需凝

聚社会合力，唤起多方参与，这样，暑

期托管服务才能在解决家长假期照

看难题的同时，成为学生过一个有意

义的暑假、拓展综合素质的补充渠

道，才能真正让家长放心。

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我们总是

想着法子让她们多沾点“泥土气”。

老家在农村，父母侍弄了一辈子

的庄稼，趁着放假，带孩子回老家，既

陪伴了老人，又能让孩子闻闻泥土和

庄稼的气息。

老家门前有一大块荒地，我们开

垦出来后，给每个孩子划了一块“自

留地”，她们爱种什么就种什么。每

年的春天，是孩子们最忙碌的时候，

她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翻土、施肥，然

后是栽种各种植物。大女儿喜欢花，

菊花、蔷薇占了“半壁江山”。小女

儿喜欢瓜果，南瓜、丝瓜甚至西瓜都

要种上一点。于是，每次回老家，一

下车她俩就迫不及待地去看看各自的

“自留地”。花开了，瓜放藤了，都会

让她们欢喜不已。

母亲总念叨着，如果种点菜该多

好。我笑着说：“她俩就分那么点土

地，该怎么种由着她们吧，反正没让地

闲着。”母亲不再说什么，其实我们知

道，她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其实巴不

得两个孩子天天在老屋鼓捣这鼓捣那

的。我和妻子干脆在屋后开辟了一块

“根据地”，专门种菜，这样一来，大家

都有事做了。种花的种花、种瓜的种

瓜，种菜的种菜，各有所乐，哪还有工

夫去玩手机呢。

到了夏天，我总要带孩子们到老

家摸几回虾。老家河流多的是，随

便哪个水洼都有鱼虾。挽起袖子，

脱了鞋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

巴里，一把一把地去摸鱼虾，那是

一种特别愉悦的感觉。运气好的时

候，能摸到大泥鳅和黑鱼，有时还

有螺蛳和青蛙。再不济也有一小碗

河虾，干炒的味道特别好。从摸到

玩到吃，孩子们每一样都感觉特别

过瘾。我也像个孩子似的，仿佛回

到了小时候。

秋收的时候，家里最需要帮手，孩

子们自然乐意帮忙。水稻全部用机械

收割，孩子们就帮忙扳玉米、挖红薯。

起初，他们只知道大米和玉米等是从

超市、菜市买来的，回老家帮忙后，才

逐渐清楚粮食是怎么得来的，当然也

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和劳作的辛苦。

自从回老家帮忙秋收后，孩子们变得

更加爱惜粮食，再也不用我们多说一

句了。

冬天，我们架起火炉，把板栗刺球

或花生壳往炉子里一丢，火烧得旺旺

的，比空调舒服、温暖得多。我们常常

一起到山上捡柴，白天捡柴，晚上烧炉

子，围炉读书或者烤红薯，再寒冷的冬

天也不觉得冷。

我希望，孩子们无论在哪里，都能

沾点“泥土气”，这样更有利于她们的

成长。

不知从何时起，“内卷”这

个词在网络和现实生活中流

行起来。我专门用了不同软

件搜索它的意思，个人认为比

较易理解的说法是“指同行间

竞相付出更多努力以争夺有

限资源，从而导致个体‘收益

努力比’下降的现象。可以看

作是努力的‘通货膨胀’。”

从清华大学学生骑车路上

跑程序、高价的学区房到补课

班外等候的家长、眼花缭乱的

线上线下学习资源……近期，

南京疫情传播链上一位保洁员

母亲每天接送孩子到培训班的

行踪轨迹更让人看得五味杂

陈。不知不觉，教育的内卷在

我们身边已蔓延了很久。

作为一名两岁孩子的妈

妈，我上周参加了几个朋友

的聚会。我们年龄相仿，孩

子年龄也相差无几，见面聊

天必问“给孩子报班了吗？”

这次得知，其中一位妈妈把

不满三岁的孩子送到了早托

班，早送晚接；另一位妈妈

给 孩 子 报 了 绘 画 班 、 舞 蹈

班；还有一位妈妈纠结孩子

“大动作发展”迟缓，把孩子

送进了体能训练馆，现阶段

正 在 练 习 跳 跃 动 作 。 反 观

之，只有我家孩子优哉游哉

地过着入园前的自在生活。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朋友说她

家孩子啥班也没报，我心底

窃喜“总算可以愉快地玩耍

了”。

教育内卷化的一个很重

要原因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

均和民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

渴求。在贩卖焦虑的社会氛

围中，家长不得不追随大流，

投入很多在孩子的教育上，产

生了所谓的“鸡娃”现象。而

这种内卷化一旦形成，只有加

速和不断循环，家庭负担增

加，学生疲惫不堪。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双减”的提出旨在强化

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

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教育良

好生态。“双减”的一个重拳便

是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

从培训机构的审批登记到融

资运作、时间管理，中央的及

时出手，是针对当前基础教育

问题的及时纠偏，是在下大力

气破解教育生态难题。

社会是教育的大环境，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教

育的内卷化折射的当前困境

是社会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在国家为家庭、学生

减负频繁出手的同时，作为家

长，我们更应深思：倘若作业

负担减轻了，课外培训治理

了，我们怎样引导孩子科学管

理时间，促进其全面健康地发

展？怎样尊重孩子的成长规

律，发掘其兴趣特长？怎样在

将来消解了的群体焦虑中理

性规划未来，使其成为社会有

用之才？

走出“教育内
卷”的焦虑

给孩子沾点给孩子沾点““泥土气泥土气””
■ 赵自力

■ 许颖

“官方带娃”
破解家长的暑期烦恼

以前，每到寒暑假，不少家长就喜忧参半,喜的是孩子紧张的学习暂告一段落，孩子和家长都可以松一口气、放松一下；忧的是“神兽出笼”，孩子谁来看管。假期孩

子“无处去”“无人管”，成为不少家长的一大难题，一些课外培训机构就成了很多孩子的“第二课堂”。今年暑假，“双减”政策出台，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

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于是，学校暑期托管应运而生，多地推出暑期托管服务，这一被网友们称为“官方带娃”的服务让不少家长倍感暖心。

暑期托管服务，是减轻家长负担的创新举措，在看管孩子的同时，还可以为孩子们提供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然而，也存在部分学校提供的暑期托管服务内容

单一等现象，让家长们担忧，还有一些家长担心不开展学科类培训，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暑期托管服务怎样才能让家长放心、孩子开心？我们一起来看看两位

家长的建议。

“托管服务”早已有之，各地都曾

经出现过。不同于往年的是，今年，

随着“双减”政策出台，各学校、社区

等纷纷开始实施“暑期托管”，开展除

体育外非学科类培训。然而，这也让

一些家长开始担忧：这样会不会占用

孩子假期的学习时间，从而影响到孩

子的成绩？

其实，这是对暑期托管的误解。

“双减”政策是为让学生学习回

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引导学生全面而

有个性地发展。家长应理解政策释

放的善意。

有研究表明，真正高效的课堂绝

不仅仅是迎合考试的要求，而是学生

认为这些知识与自己的生活密切相

关。仅仅把学知识与考试挂钩是一

种价值迷失，这样的教学很快就会让

学生厌烦。

毋庸讳言，受应试教育影响，为

了“不输在起跑线上”，一些孩子从幼

儿园就开始上辅导班，从小学起就开

始了刷题模式，在一次次的竞争中，

只剩下疲惫的身体和不健康的心灵。

中小学生亲临现场，在工厂、田

间、野外等真实的生活与工作场景中

学习知识，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机会很少，因为学生的生活经验

太少，影响了教学的有效性，这在一

定程度上也延缓了素质教育的进程。

“暑托班”正是为改变这一现状，

从关注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出

发，注重孩子体验式学习。一改过去

在课堂上“知识的输出和接受”的单

一模式，以“融合教育”的形式，将课

本所学的知识适宜地融入到暑托活

动中去，创设并借助于具体的载体和

情境，让孩子根据自己的天赋秉性和

特长自由选择“套餐”，注重过程中体

验、学习和体悟，满足孩子的特长和

兴趣爱好，同时，孩子内在的潜能也

能够得到及时的发现和培养。

比如，在社区组建“模拟法庭”，

让孩子分别扮演“审判员”“辩护律

师”等角色，运用道德与法治课堂所

学的相关知识，来帮助孩子了解什么

是违法行为？如果违法，将会受到怎

样的惩罚？一旦个人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将如何依法维权？让孩子们在

实践中，学法、用法。这样一方面巩

固了孩子们课堂所学的知识，另一方

面还增强了孩子们的社会理解和参

与能力。

如今，青少年的生活渐渐被网络

充斥，而忘却了亲近自然，发现自然

之美。在暑期托管实践活动中，可以

引导孩子开展远足活动，走近大自

然，了解大自然，感悟大自然，磨炼意

志，陶冶情操；还可以组织文学社团，

让孩子们过一把“当导游和记者”的

瘾，为孩子们的兴趣发展赋能。

过去，很多孩子接受的是学校教

育加课外辅导培训的“双轨制”教育，

在校超负荷作业，课外还要把主要的

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辅导班”或家教

辅导上，可谓“压力山大”。现在，学

校和社区开展暑期托管活动，教育部

明文规定，9大类科目不能补课，义务

教育阶段不允许开设补课班，超前教

育被禁止。而暑期托管开展的实践

活动，活动内容和形式设计多为孩子

着想，设计的内容触及孩子的个性、

知识、智能特征和社会生活背景，让

学生知识积累、生活经验和亲历情境

适宜的融入进来，会让孩子有亲近

感。

当暑期托管实践活动与书本知

识，与每个孩子的思想观念、情感体

验、学习、生活需要产生联系，会进一

步增强孩子的自主意识，开放和拓展

孩子自由选择的自主空间，让不同知

识层面、不同兴趣爱好的孩子都乐于

并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个性和

人格魅力，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积累

自身的阅历，有利于今后接受更为严

峻的挑战。

暑期托管，关注的是孩子的全面

发展、健康成长，家长要更新观念，改

正自己的错误认知，真正理解暑期托

管在干什么，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

成效。只有家长放心了，暑期托管实

践活动才能真正成了孩子的“乐园”。

暑期托管不只是给家长暑期托管不只是给家长““搭把手搭把手””
■ 孔德淇

暑期托管暑期托管，，孩子成长的孩子成长的““乐园乐园””
■ 孙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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