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教结合，让孩子开心、家长安心”
■ 本报记者 周连山

本报通讯员 郎梦宇

“开办暑期托管班，为我们双职工家
庭办了件大好事，解决了孩子暑期无人看
管的大难题。 ”8 月 7 日，明光市人民医院
精神科医生张伟对记者说。

张伟介绍 ， 他在离家约 40 公里的
该市女山湖镇工作 ，妻子在当地一家医
院儿科工作 ，两人工作都很忙 ，无法照

顾暑假在家的两个孩子 。 前段时间 ，因
缺少照看 ， 他 11 岁的大孩子在家把手
摔骨折了。当张伟知道情况后把孩子送
到医院治疗时，已经是第二天了。

该院工会主席李增平介绍，为让职工
安心工作， 医院联合第三方托幼机构，开
设暑期托管班，为全院 48 名 5 周岁至 13
周岁的职工子女，提供为期一个月（7 月
25 日至 8 月 25 日）的托管服务。

“我们开设幼儿 、少儿两个托管班 ，

通过‘教’与‘托’结合，合理安排暑期课
程，并努力搞好教学和日常管理服务。 ”
第三方托幼机构———明光惟志诚幼儿
园园长姚敏甫介绍 ，他们除了为孩子们
提供暑期作业辅导外 ， 还进行书法 、美
术、音乐、手工、语言、特色国学礼仪 、社
会与健康等培训辅导 ，还请来汉语言专
业的大学生志愿者为孩子们进行文学
名篇欣赏解读 。 同时 ，为孩子们提供午
休及早餐、中餐、下午加餐等服务。

姚敏甫介绍，为办好托管班，他们提
前做好师资队伍安排及培训，要求每名老
师用爱心、细心、耐心照顾好每个孩子，让
家长放心、医院放心。

“我家孩子很喜欢托管班，每天晚上
回家都希望第二天早点去‘上学’。 之前，
孩子中午回家吃饭午休，现在孩子主动向
我们提出中午留在托管班和其他孩子一
起吃饭、午休。 ”5 岁儿童闫康其的妈妈邢
燕介绍， 她和孩子的爸爸平时都很忙，现
在有了托管班，他们上班安心多了。

“举办暑期托幼班是医院为职工办实
事的一项重要举措。 托教结合，让孩子开
心、家长安心。 ”该院党委书记阚乃功说。

假期托管

“让孩子在科普中体验神奇”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本报通讯员 周芳林

“小朋友们， 我们将不同颜色的导光
棒插入这面展墙，一点一点就能累积成一
幅完整的画面。 操作虽简单，但想要呈现
出好的效果也不容易哦。大家快挥洒创意
吧！ ”8 月 6 日上午，在蚌埠市科技馆声光
科普展厅内，志愿者章子彦正耐心地给小
朋友们讲解“光柱图形”的奥妙。

“大学录取通知书拿到后，心彻底安

定下来。 我就到科技馆报名当一名志愿
者，今天是志愿服务的第 6 天。”章子彦是
蚌埠第三中学高三毕业生，不久前收到青
海民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虽然不是第一
次参加志愿活动，但这次科技志愿体验让
她感觉很不一样。“面对参观者们的疑惑，
我可以利用自己所学知识进行解答，特别
有成就感。 ”章子彦开心地说。

暑假期间，蚌埠市线上线下组织开展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丰富学生们假期生
活。蚌埠市科技馆招募 16 名学生志愿者，

并推出 “垃圾分类”“一笔画”“下棋机器
人”等多个精彩项目。

“玩得很开心，原来垃圾分类后，还可
以回收再利用。 妈妈，我们以后要把干垃
圾、 湿垃圾分开投放， 我要做环保小达
人。 ”在与志愿者的科普互动中，8 岁的小
参观者王景铭收获满满。王景铭的妈妈告
诉记者，志愿者讲解详细且生动，孩子们
在互动体验中零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激发
了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这个假期我们结合疫情防控的要求

实行限流措施， 每天接待量不超过日最大
承载量的 50%。 招募的 16名志愿者，上岗
之前都经过了场馆简介、 志愿服务行为规
范等方面的培训。 ”蚌埠市科技馆展教科负
责人翟久行告诉记者。 “我们提前对各个项
目进行深入了解。 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孩子
在科普中体验神奇，感觉特别有意义。 ”来
自蚌埠铁路中学的志愿者张瑞妍说。

“我们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实践育人功
能， 积极开展结对帮扶和送温暖献爱心、
关爱特殊群体、践行文明出行、环境综合
整治、防溺水宣传等志愿活动，使学生们
在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的同时，度过一个
快乐而有意义的假期。 ”蚌埠市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说。

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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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铜陵消防夏令营近日开营，200 余名小学生分 4 批走进
消防救援支队营区，学习使用消防救援器材。

本报通讯员 高凌君 本报记者 刘洋 摄

8 月 4 日，在黄山市徽州区徽州雕刻博物馆，几名学生在老师指导
下学习竹雕工艺，感受非遗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题图： 8月 4日，芜湖市镜湖区爱心托管班弋矶山街道解放西路小学托
管点的小队员们走进铁画博物馆，聆听铁画传奇故事，观赏名家作品，体
验铁画制作技艺。 本报记者 沈宫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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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假期生活成为“缤纷调色板”

■ 许蓓蓓

研学旅游、志愿服务、非遗体
验……“双减”政策落地后的首个
暑假， 各地中小学生们的生活比
以往更加丰富多彩。

曾几何时， 每年两个月的暑
假成为学生们的“第三学期”。 一
个假期下来， 固然能让孩子们学
到不少文化知识， 但却未能抓住
提升孩子综合素养的良机， 不能
不说是一种遗憾。

人生是场马拉松， 厚积方可
薄发。 广博的见识、丰富的情感、
顽强的意志、强壮的体魄、高尚的
品德、 健全的人格……这些智力
与非智力品质， 仅靠书本是难以
习得的，而需要“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 在静谧的时光里去体悟，
在践习的细节中去磨砺。

暑假， 应成为丰富孩子人生
的“调色板”。 将这段时间过得充
实精彩， 对于孩子的成长可谓事

半功倍。 不论是游山玩水，还是学
习技艺，无论是劳动体验，还是志
愿服务， 均能很好地弥补学校课
堂“生活实践”教育的不足。 这些
暑期“课堂”，全面关注孩子的心
理健康、动手能力、艺术素养 、体
格发育、眼界胆识等，既能让学生
的暑假生活新颖多样、有益有趣，
又能让孩子从中陶冶情操、 丰富
自我。

多彩的假期生活， 彰显着教
育的初心。 家庭、学校、社会、政府
须协同发力，携手护航孩子的“多
彩暑假 ”。 要创新活动载体和形
式，让内容更多元、形式更活泼 ；
要鼓励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等
增设暑期研学和活动项目， 引导
专业社工队伍、志愿者、教师等参
与其中；要继续完善政策，加大暑
期托管和公益课程的覆盖力度 ，
抓好服务保障和专项督查， 从而
为处于“拔节孕穗期”的孩子们的
健康成长注入充沛滋养。

“双减”一周年 暑假更精彩

近日，亳州晚报社开展“小记者游家乡 知家乡 爱家乡 赞家乡”社会实
践活动。 图为小记者们在亳州市气象局接受科普教育。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王静 摄

旨在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政策，，能否让暑假真正回
归？？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再沉浸于““题海””，，奔波于各类补习机
构，，而是在丰富多元的暑期体验中感受成长，，收获快乐——————

“应急演练，学习防溺水和救生知识”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见习记者 张彩莉

“请家长们监护好孩子，不要私自下水
游泳，确保安全……”8月 5日上午，淮南市
潘集区第一小学三年级（1）班班主任李威像
往常一样，定时在班级“钉钉群”中发送安全
提示警句和防溺水小视频， 提醒家长关注
子女安全。 暑假以来，利用学校微信公众号

和班级“钉钉群”进行安全教育，已成为潘集
区第一小学 58个班级每天的必修课。

“同学们，发现有人溺水时，不管你会
不会游泳， 都不能盲目地下水去施救，这
时候要大声呼救， 找身边的大人帮忙，及
时拨打 119 报警，并寻找身边的漂浮物递
给溺水者。”日前，记者来到谢家集区孤堆
小学，暑期托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鲜活
的案例，为托班学生们上了一堂防溺水安

全教育课。
夏季是青少年儿童溺水事故的高发

期。 暑期放假之前，淮南市便对周边水域
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在 7482 处易发生事
故水域、重点水域的显眼位置设立安全警
示牌、配备游泳圈等救生工具，淮南市教
体局印发《关于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致全
市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各中小学校
成立防溺水“联防小组”，建立相互提醒机

制，与家长签订安全监管承诺书，引导家
长做好子女的安全管理和教育。

“快救人啊，有孩子落水了！ ”8 月 3
日上午，一阵呼救声在淮南市舜耕山湿地
公园响起，这是淮南市田家庵区联合大通
区在开展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应急演练。
只见应急救援队员驾驶皮划艇快速靠近
“溺水者”，抛出救生圈、安全绳 ，合力将
“溺水者”救起后，迅速进行基础急救，并
将其送医院救治。

“应急演练，学习防溺水和救生知识，
针对性强，很有警示意义。”淮河中学副校
长程刚告诉记者。

安全教育

“我想给妈妈做一个陶瓷碗”
■ 本报记者 袁野

“一！二！ ”8 月 5 日，在霍山县青少年
综合实践基地的大礼堂中，伴随着响亮的
口令声，教官把手中的夏令营营旗授给了
学生代表， 来自霍山县一些中小学的 46
名小朋友为期 7 天 6 夜的研学夏令营拉
开了序幕。

霍山县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由安徽
迎驾集团下属安徽大王通通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与霍山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合

作建设、运营。 从今年 6 月份投入使用以
来， 该基地已接待 7 批共计 1500 余名来
自六安市各县区的中小学生。利用闲置多
年的霍山职高校舍，研学基地可同时接待
1500 名学生。 “这里不仅有军事、体能训
练， 基地教学楼里还设有石斛茗茶馆、非
遗民俗馆、手工创意馆、生命健康馆和未
来科技馆， 由专业的研学指导师安排茶
道、沙画、木工、急救常识、航模等多个课
程。 同时还设有红色教育课堂，向孩子们
讲述发生在大别山的革命故事。 ”霍山县

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余泽民介绍。
“很多孩子在家都是‘小太阳’，通过

研学夏令营活动，他们身上的娇气逐渐褪
去，在活动中彼此还结下深厚友谊。 ”余泽
民说。

“参加完一个礼拜的研学夏令营后，孩
子在家里自己会收拾衣服、叠被子了。”说起
研学夏令营，曹梦佳同学的家长非常满意。

霍山县下符桥镇整合当地的农耕文
化、红色文化资源等，推进农旅研学项目发
展。 “我镇目前打造了圣人山水智趣田园、

三尖铺红色旅游文化中心、 霍山窑陶瓷研
究所等研学场所，让学生们体验农业生产、
红色文化、陶瓷制作等研学内容。 从今年 6
月初启动以来， 目前已经接待大中小学生
500余人次。 ”下符桥镇副镇长夏岚说。

在圣人山水智趣田园，当地五年级学
生叶金晶看到自己之前种下的 5 棵玉米
茁壮成长，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接下来，
她还打算去霍山窑陶瓷研究所。 “我想给
妈妈做一个陶瓷碗。现在我和同学们一放
假就喜欢到研学基地，边玩边学，很有意
思。 ”叶金晶说。

据了解，霍山县目前拥有市级认证的
研学基地、营地 4 处，每年可接待 2 万余
名中小学生研学旅游。

研学旅游

“学剪纸、捏面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苏瑞

“瞧，这是我剪的‘囍’字，我回家后要
把它贴在窗户上。 ”“面塑可以按照自己
的想法制作各种小动物， 真是太有意思
了！ ”……7 月 28 日，在濉溪县四铺镇综
合文化站活动室内，一群孩子正叽叽喳喳
地展示着自己创作的小作品。

这是四铺镇暑期非遗小课堂上的一

幕。参与学习的孩子们有 20 多人，他们来
自四铺村、北陈村、五里铺村等多个村庄。
听说镇里开设了暑期非遗课堂，孩子们纷
纷报名参加。

当日，濉溪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丁
氏剪纸”代表性传承人丁兰云、淮北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商派面塑”代表性传承
人刘海涛来到文化站， 为小朋友们讲解剪
纸、面塑知识，传授剪纸、面塑技艺，让孩子
们零距离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剪纸是一种镂空艺术。 今年 83 岁的
丁兰云老师以贴近生活的“囍”为基础，现
场示范，给孩子们传授剪纸基本技巧。 孩
子们兴趣盎然，热情高涨，在丁老师的指
点下，纷纷拿起手中的剪刀，按照步骤认
真练习起来。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 面塑俗
称 ‘捏面人 ’，使用的原料有面粉 、糯米
粉……” 刘海涛老师用简洁的语言介绍
了面塑的由来。 随后，他发放了制作面塑

的材料和工具。 在刘海涛的指导下，经过
捏、搓、揉等程序，一个个小巧精致的动物
出现在孩子们的手中。

“暑期非遗课堂生动有趣！ 学剪纸、捏
面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不仅会在孩子心
田里播下艺术的种子，也能够锻炼他们的动
手能力。 ”小学生张文俊的妈妈徐婉华说。

据介绍，四铺镇暑期非遗课堂旨在推
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保护与发展，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小课堂定期举办，吸
引力很大！”四铺镇副镇长赵玉琳介绍，下
一步，该镇还将邀请粽编、夏派唢呐等非
遗项目传承人入驻小课堂，向村民特别是
孩子们传播非遗知识，传授非遗技艺。

非遗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