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佑安医院托管班

让孩子快乐
我们也快乐
□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2015年， 北京市总工会开始实施
职工子女暑期托管服务项目， 将职工
之家的服务延伸到了职工子女。 这项
服务一经运行就受到了职工的热烈欢
迎， 成为工会服务职工的又一项暖心
工程， 既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后顾之
忧， 又让孩子度过了一个快乐暑假。

又值暑期， 今年全市共有81个职
工子女暑期托管班陆续开班， 为小学1
至6年级的职工子女提供暑期托管服
务。 今年的托管班在课程设置上以孩
子兴趣为出发点， 做了不少创新与突
破， 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 近日， 记
者走进托管班 ， 带你一起感受职工
“娘家人” 的贴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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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江艳/文 通讯员 李军/摄

跟爸妈一起上下班
孩子们很开心

“来送孩子啊！” 早晨7点半， 佑安医院工会
主席刘香玉在玉林小学门口， 和认识的职工打着
招呼。 自从7月17日佑安医院职工子女暑期托管
班在玉林小学开课后， 刘香玉几乎每天都会来这
里转上一圈， 她说： “职工把孩子交给我们看
管， 我们就要为他们负责。”

为了帮职工免除后顾之忧， 让他们能以愉快
的心情走上工作岗位， 佑安医院在市总工会、 卫
计委工会以及医管局工会的大力支持下， 联合智
天使早教中心， 开办了此次托管班。 “我们这里
一共有50多个孩子， 分成AB两个班上课， 为了
便于和家长沟通， 我们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群， 很
多家长在上面留言说， 这个托管班让他们觉得非
常暖心， 希望工会能一直办下去。” 刘香玉说。
从今年4月份开始， 他们就着手准备此次托管班
的相关事宜， 特别是在场地遴选上， 他们几乎把
医院周边可能符合条件的地方都走遍了， 最终选
定玉林小学是因为这里的房间、 桌椅等硬件设施
都非常适合， “玉林小学的校长得知我们借用场
地的原因后， 非常支持， 没有收取一分钱的费
用， 还把两间朝向最好的教室收拾出来给孩子们
用， 并且安排了卫生班， 每天来打扫卫生。”

“大家把自己心目中 ‘快乐的一天’ 用画笔
画出来好不好！” 记者去采访托管班时， A班的
孩子们正按照老师的 “建议” 伏案绘画。 记者也
拿起画笔， 和他们一道画了起来。 “你画的是什
么？” 记者问身旁的一个孩子。 “我画的是自己
在开飞机。” “你开过飞机吗？” “没有， 但是我

觉得如果我能开上飞机的话一定非常快乐。” ……
孩子们的思维天马行空， 整个教室充满欢声笑语。

“我们为孩子们设置了国学、 历史、 美术等10
门课程。 天气好的时候， 我们还会开展户外活动，
比如上科学课时， 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到户外去认识
各种植物。 这种生动的形式非常受小朋友欢迎， 下
了课还会缠着老师询问自己采摘到的植物的名字。”
班主任尹玉菲说。 每个班除了一名班主任外， 还有
两名助教老师。 每天早上， 老师们都会提前来， 为
教室通风； 晚上， 会等到最后一个孩子被家长接走
他们才下班 。 “好几次， 家长因为科室有事晚来
接孩子， 我们就会陪着孩子一起等。 虽然很累， 但
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每天都是快乐的。”

记者注意到， 在这里上课的50多个孩子身上穿
着统一的服装。 原来， 这是佑安医院工会掏腰包为
孩子们购买的， 背后的原因十分暖心。 “因为怕吹
空调会让孩子们着凉， 玉林小学的教室中只安装了
电扇。 我们的托管班和平时在学校上课不太一样 ，
我们的桌椅不是一排排那样的摆放， 而是围成了一
个圈儿， 方便大家互动。 因此课堂气氛非常活跃，
孩子们不一会儿就会满头大汗， 衣服都湿透了， 所
以我们特意为孩子们购买了一批速干衣。 衣服被汗
浸湿了也很快就能干， 这样孩子们能舒服一点。”
刘香玉说。

一群孩子端坐在桌前， 手里分别举着一张彩
色的方形纸， 老师站在前边， 教大家用纸折成飞
机、 青蛙、 飞鹤……7月26日下午， 在北京电力
经济技术研究院的一个特殊的教室里， 到处洋溢
着欢笑， 来自职工家庭的孩子们将在这里度过一
个快乐的暑假。

这是国网北京经研院第二年举办职工子女暑
期托管班， 受到北京市总工会大力支持。 本次暑
期托管班为期30天， 从7月17日至8月31日 （不含
双休日）， 由市总工会委托北京心迪健康促进中
心专业老师负责孩子的生活和学习， 每天托管时
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 托管班主要开设作业
辅导、 合唱、 绘画、 国际象棋、 音乐、 舞蹈等课
程， 丰富孩子的暑期生活。 记者了解到， 该暑期
托管班全程只收取少量的餐费， 此外没有任何其
他费用。

在当天下午的课程表上， 记者看到了折纸、
加餐、 兴趣课的课程安排。 折纸课上， 由职工子
女组成的小课堂气氛热烈。 小朋友们刚认识几
天， 就已经打成一片。 大家折纸完成后， 你看看
我的， 我看看他的， 都非常兴奋……

第二年上托管班的赵若然小朋友说， “我去
年在这个班里学会了国际象棋和折小青蛙。 今年
我要学习画画。” 他的新同学韩皓阳小朋友开心
地告诉记者， “我在这里吃的好， 睡的好， 玩的
好， 还能跟爸爸一起上下班， 我喜欢这里。”

据了解， 后期， 院工会将发动职工志愿者配
合托管班老师一起组织孩子参观、 学习主题教育

活动， 包括经研院职工创新工作室及新能源参观、
安全知识普及及景泰蓝制作技艺参观等， 以丰富暑
期托管班内容。 同时， 将 “身边的志愿” 理念融入
托管班教学课程， 以全方位、 多层次的教育和实践
启迪孩子们的心灵， 培养孩子们的团队合作意识，
为职工营造一个孩子开心、 家长放心的暑期学习和
生活环境。

对这个暑期托管班， 家长们都表示帮助很大。
“托管班时间跟我们上班时间正好吻合， 孩子早上
跟我一起来， 白天她学习我上班， 晚上再一起回
去， 别提多方便了。 孩子在这我们一百个放心， 解
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工作起来更有精力了。” 托
管儿童家长、 北京电力系统职工吴迪表示。

国网北京经研院工会主席赵海涛表示 ， 自从
2017年暑期托管班提上日程以来， 院领导非常重视
此项工作， 无论在人力上还是物力上都给予了极大
的支持。 “我们办这个托管班， 就是为了缓解职工
子女假期无人看管照料的问题， 有效帮助职工解决
最困难、 最操心、 最忧虑的现实问题 ， 提高工会
‘精准化’ 服务水平， 切实为职工解决因家长上班
和孩子暑期放假的 ‘时间差’ 带来的假期孩子无人
看管等问题， 也让孩子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去处， 在
集体生活中接受锻炼， 增强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合
作意识， 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促进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

国网北京经研院托管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