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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丰台台区区总总工工会会职职工工子子女女暑暑期期托托管管班班开开班班两两周周回回顾顾

每年的暑期， 都是孩子们盼了一个学期的假期， 可是对于家长而言， 要面对孩子看管、 孩子按时完成作业、 暑期日程与课程安排等问题。 尤其是对于双职工家庭， 带着孩子上班， 不现实； 留给家里老人看管， 顾虑较多； 给孩子报托
管班， 费用又高……为切实帮助职工解决后顾之忧， 丰台区总工会从2016年开始举办暑期职工子女托管班， 3年来从最初的4家托管班扩大到了6家， 为的是让更多的职工子女能进入托管班。 在这里， 孩子们不仅能够很好地完成学校布置的
暑期作业， 还能学习声乐、 播音、 讲解、 书法、 绘画、 非遗等课程……暑期托管班不仅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 充实有意义的暑期， 同时让家长们不再为孩子谁看管， 怎么能安全度过暑期而忧心。

目前， 暑期托管班已经开班两周， 这里的孩子们学习生活得如何？ 让我们共同
走进托管班看看吧！

方庄地区总工会暑期职工子女托管班的孩子们展示自己制作的恐龙化石作品

右安门街道总工会暑期职工托管班的
孩子们正在练习书法

卢沟桥街道总工会暑期职工子女托管班
举行开班宣誓仪式， 增强孩子们的团结互助
意识

▲职工志愿者为托管班提供志愿服务

汽车博物馆工会暑期子女托管班的孩子
们学习安全救护知识

马家堡街道总工会暑期职工子女托管
班的孩子们正在学习插花

卢沟桥街道总工会暑期职工子女托管
班的孩子学习制作风筝

暑假刚刚来临， 丰台区暑期职工子女
托管班就开班了。 该托管班得到了区总工
会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和各级领导大力支持，
同时区总工会女职工部做了精心、 细致的
安排， 保障托管班顺利开班。 从7月16日开
始， 北京汽车博物馆工会、 方庄地区总工
会、 卢沟桥街道总工会、 右安门街道总工
会、 丰台街道总工会、 马家堡街道总工会
等6家暑期职工子女托管班纷纷正式开班。

开班前， 区总工会女职工部全力以赴
做好整体协调、 物资支持及后勤保障工作，
同时， 为了减轻基层单位和职工的经济压
力， 今年该托管班的活动资金采取了由市
区总工会承担大部分费用、 主办单位工会
和学生家长各自承担一些费用的形式。 为
了规范资金使用程序， 区总工会女职工部
起草了购买托管服务的三方协议和 《项目
申报书 （托管机构版）》， 并对每个托管项
目实施方案逐一进行审核， 指导基层工会
多次对服务内容和预算费用进行优化调整。
在签署协议后， 由区总工会先期支付每家
托管机构服务费各5万元， 提供给每家基层
单位开办经费各5000元， 并为全部221名孩
子购买了暑期意外伤害保险， 家长仅需支
付孩子的午餐费。

此外， 区总工会还为每个暑期职工子
女托管班配置了一堂各具特色的手工DIY
课程， 并为托管班配发了价值近万元的儿
童读物， 使孩子们 “学” 与 “玩” 相结合，
丰富了暑期托管生活。

坐坐标标一一：：汽汽车车博博物物馆馆工工会会

特色主题课程趣味多长知识
汽博馆每年都会结合自身的资源， 给

暑期职工子女托管班的孩子们开展一些特
色主题课程， 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环境
中增长知识与见解。

开班后， 汽博馆划出多个活动场以便
为孩子在开展活动和教学上灵活使用， 并
且每天都安排了内容不重复的课程， 孩子
们接触到生动有趣的校外常识和专业的汽
车知识。

此外， 汽博馆的职工食堂还为孩子们
提供了花样午餐和上下午加餐， 同时充分
考虑孩子们所需营养和口味， 以及职工志
愿者的加入， 使之不同于社会办学托管班、
兴趣班的单一、 固化、 人手有限、 活动范
围有限。

在课程设置上， 除了第三方服务机构
提供的国学、 绘画、 武术、 手工制作等课

程之外， 汽博馆结合多年 “小小讲解员培
训班” 教学经验和资源， 由资深专职讲解
员为托管班的孩子们授课， 从站、 坐、 行
开始纠正姿态仪表， 到发音唇齿口才训练。

一个暑期下来， 孩子们都有了质的蜕
变， 通俗讲就是 “站有站相、 坐有坐相”，
在爸妈眼里已经俨然是一名博物馆小小讲
解员。 这两年暑期职工子女托管班优秀学
员还在托管期间随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同
接待了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卢沟桥街道、
内蒙古工会、 丰台街道、 中国科技馆等单
位的参观学习。

不仅如此， 周末的时候还时常能在展
区里看到托管班培养的 “小小讲解员” 服
务观众的场景， 孩子们感言： 现在只要是
有时间都愿意来到博物馆分享自己所知道
的汽车故事， 让更多的孩子们爱上博物馆。

另外， 汽博馆还将特有的汽车科普课
程和特色主题课程贯穿于托管班全部课程
中， 涵盖了汽车科技、 汽车安全、 汽车设
计以及汽车历史、 展区微课堂、 汽车漂移
表演 、 体验房车文化等益智有趣的内容 。
汽博馆科普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解， 欢快愉
悦的课堂氛围， 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响应，
让孩子们乐在其中、 学在其中。

在汽博馆托管班上， 孩子们不仅学到
了汽车科普知识， 还能在专业老师的指导
下体验 “小小赛车手”， 既有同场竞技的快
乐， 感受赛车的乐趣， 还能增进小伙伴彼
此间的友谊， 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坐坐标标二二：：方方庄庄地地区区总总工工会会

非遗课程让孩子“乐不思蜀”
方庄地区总工会暑期职工子女托管班

加强了制度管理， 同时， 突出了非遗文化
课程。

在制度方面， 该区总工会建立了暑期
托管班建设管理制度， 涉及班级制度管理、
安全常识、 每日喂药、 接送表、 吃饭记录、
卫生值日、 课堂孩子表扬、 孩子精彩作品
展示等方面； 同时， 建立了微信群、 家长
委员会会议、 接送时简单交流等有效沟通
手段， 保障了托管班的有序进行。

在安全保障方面， 方庄地区总工会从
孩子们走进暑期职工子女托管班开始， 托
管班的老师对孩子不仅给予更多的关注，对
于孩子们的状态及时与家长进行沟通，同时
制定了早送和晚接的登记表以及接送卡（正
面孩子照片名字以及家长联系方式，背面是
接送孩子的家长照片）确保孩子的安全。

在课程方面, 暑期职工子女托管班制定
了考勤本和作业记录登记表， 方便在接送
孩子的时候和家长进行一个小小的沟通 ，
让家长知道孩子在本园一天的情况以及完
成作业情况.另外安排了丰富的课程， 恐龙

化石美工 、 非物质遗产课程草编———“蜻
蜓” 草编、 亲子互动活动之魔术、 “扎染”
草木染等课程， 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

坐坐标标三三：：丰丰台台街街道道总总工工会会

着重培养孩子的自律性
6月底， 丰台街道总工会面向辖区内工

会会员单位招收来自辖区内37名职工子女
加入本季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 在暑期的
六周里， 孩子们将在这里度过快乐的暑期
生活。

完成作业是暑期职工子女托管班每天
的第一堂 “课”。 这里的老师在教学过课程
中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 让孩子在暑期学
会设计自己的课业生活， 培养他们自主自
觉地完成作业和他们的自律性。

在完成每天课业后， 志愿者老师辅导
纠错， 答疑解惑， 做到不马虎不糊弄， 保
证高质量的完成作业 。 每周的下午时间 ，
老师们组织孩子们参加兴趣活动， 精品主
题课， 内容涉及社会技能、 沟通交流、 手
工技艺、 戏剧表演等， 且针对各年龄段的
小朋友设计了相应的活动方案。

坐坐标标四四：：卢卢沟沟桥桥街街道道总总工工会会

托管班精细服务为孩子护航
今年7月16日， 37名来自卢沟桥街道各

行业的职工子女来到街道职工子女托管班
所在地一一北京市丰台区星天使教育中心，
开始了他们愉快的暑期生活。

托管班制定 “一表一册一会一群”， 一
表即周周精心设计课程表， 每周都有主题；
一册即暑期学生成长手册， 及时让家长了
解孩子们的托管生活； 一会即托管班老师
每周都要召开工作会 ， 研究托管班情况 、
每个孩子的特点 、 需要完善改进的地方 ；
一群即家长微信群，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把
托管班的情况和孩子的图片发到微信群 ，
让家长了解孩子的情况， 让家长放心。

与此同时， 暑期职工子女托管班结合
孩子成长特点， 配合课内知识与课外生活
的补充， 托管老师及时辅导孩子课内作业，
并加强课外技能的学习， 读书畅谈、 机器
人、 葫芦丝等课程， 有助于提高孩子们的
感知表达能力水平。 这种静与动的课程设
计， 加入体验式的安全教育， 配合着充足
时间的户外锻炼， 精细化的托管服务得到
了家长的赞扬。

课程方面则按照主题周的形式安排 ，
并且每天都安排充足的写作业和体育活动
时间， 还特别安排了特色课程阅读和云南
乐器———葫芦丝， 除此之外， 每天午休后
还安排了安全小讲座时间， 让每个孩子读

一段安全小故事， 既提高了孩子们的安全
意识也锻炼了孩子们的演讲能力。

此外， 安全方面也是暑期职工子女托
管班特别关注的地方。 午餐继续延用上一
次办托管班合作的餐饮公司， 餐盘餐具都
有专门的卫生老师进行清洗并放入消毒柜
消毒； 为预防夏季进入高发期的手足口病
等传染疾病， 每天孩子们到校进教室前都
会先进行体温测量。

坐坐标标五五：：右右安安门门街街道道总总工工会会

孩子学知识 家长才安心
7月16日， 右安门街道总工会在北京舞

蹈学院附中丰台实验小学开展的职工子女
暑期托管班开班了， 开班当天雷雨交加也
没有阻挡孩子报到的脚步，40名孩子开始了
在一起学习、一起交流、一起游戏的生活。

基于2016年、 2017年右安门街道总工
会举办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后， 受到辖区
职工热烈欢迎， 解决了暑期双职工家庭子
女无人看的燃眉之急； 因此， 右安门街道
总工会今年再次向市总和区总申报了这项
服务。 并且从4月份开始筹备， 制定了详细
的工作方案。 从课堂内容设计到午餐配给，
该街道总工会领导一一把关， 经过与承办
组织的多次沟通， 今年的课堂更加丰富多
彩， 还增设了硬笔书法和英语口语。

很多家长说： “平时我们要上班， 把
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担心安全问题， 现在
有了暑期托管班， 孩子有人看管、 吃得好
玩得好， 我们也能安心工作， 希望每年都
有这样的托管班。”

坐坐标标六六：：马马家家堡堡街街道道总总工工会会

让孩子的暑假更有意义
7月16日上午， 马家堡街道总工会携手

涂抹教育以 “难忘的暑假” 为主题的暑期
职工子女托管班开班了。 该托管班从7月16
日持续至8月24日， 托管时间为早上8:30至
下午17:30， 工作人员由社工 、 大学生助
教、 特长课老师和志愿者组成。

托管班主要针对假期职工子女无人看
管的问题， 辅导孩子完成作业的同时开设
一些主题课程。 在学习的基础上注重培养
孩子们的团队互动精神， 同时还开设了少
儿朗诵课程、 绘画课程、 科技、 手工制作
等课程。

在家长会上， 托管班负责人曾老师首
先向家长们介绍了老师的构成情况， 随后
从怎么接送孩子、 托管班的班规班纪、 场
所等注意事项再次向家长们进行了详细的
说明， 特别强调安全问题， 包括人身安全
和食品安全。

马家堡街道总工会主席李玉芳表示 ：
希望托管班确保安全， 让孩子开心、 家长
放心， 解决暑假期间职工的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 张瞳

汽车博物馆工会暑期
职工子女托管班的 “小小
讲解员” 为参观的孩子们
讲解汽车文化

荨丰台街道总工会暑期职工子女托管
班的孩子们正在学习扎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