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彩瓷博物馆托管班

40种兴趣课，孩子们可以随意选搭；
“六个一”托管菜单，小朋友乐开了花；
京彩瓷博物馆里， 好看好玩还可以动手

做； 天桥传统曲艺绝技， 大师手把手倾囊相
授———

这个暑假， 由首都工会主办的各种职工
子女托管班全面开营了。在这里，除了能辅导
孩子完成假期作业, 还将放飞快乐作为一张
主打牌。 在这里，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组织开展假期托管班， 北京工会从2015
年开始试点，2016年全面推开，如今已经发展
成为一个服务职工的品牌项目，仅今年暑假，
就有200多个托管班全面开营。今夏的职工子
女托管班各有什么特色？ 什么样的托管班快
乐指数最高？ 午报记者近日走遍北京城的各
个角落，带来了那些最有特色托管班的“快乐
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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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学习瓷文化
体验国粹经典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六个一”托管模式
小朋友秒变“汽车达人”

“鲜娇夺目工致殊常” 的粉彩瓷， 是我们的
国粹。 它先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勾画出图案的轮
廓， 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之上， 用毛笔晕染
出层次。 在玻璃白的作用下， 鲜艳的釉色变成不
透明的浅色调， 给人以粉润柔和之感， 故称此种
釉上彩为 “粉彩”。

居仁堂京瓷 （北京） 文化有限公司传承了清
宫造办处粉彩瓷技艺。 每年寒暑假， 这里都会面
向小朋友开展托管服务， 至今已经举办了3期。 7
月26日上午， 记者在陶艺彩绘室看到， 30余名小
学生五六个一桌， 安静地做作业。 带班老师告诉
记者， 上午安排孩子们做作业， 下午是手工时间，
体验拉坯上色等手工艺术的乐趣。

京彩瓷经理史琴说： “孩子是很多中国家庭
的生活重心， 学校特别是小学， 每逢寒暑假， 很
多父母还在工作， 托管班就应运而生。”

京彩瓷博物馆暑期托管班自招生以来， 受到
了广大家长的密切关注。 托管班内有作业辅导、
文化讲解等多种多样兴趣班。 课程以互动和沟通
为主， 寓教于乐。

“小朋友， 猜猜瓶子上总共有多少只小鹿？”
待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讨论完， 讲解员告诉大家 ，
百鹿尊上共有88只小鹿， 它们有的嬉戏， 有的奔
跑， 有的小憩。 国画中素有 “一鹿三千笔” 的说
法， 可想而知百鹿尊的画工之精细。 随后， 老师
把小朋友们引至展示制瓷工艺的橱窗前。 一个小
男孩盯着橱窗里的泥塑小人问： “为什么烧瓶子
前还要拜佛？” 老师笑着说， 古时候瓷器一烧就是
几十天， 炉温、 天气等很多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

瓷器的品质， 所以那时候的匠人会在封炉前祈祷
烧制过程一切顺利。

学完知识， 接下来就是小朋友们迫不及待的
体验环节了。 在制坯体验教室， 他们穿上黑色小
围裙， 像模像样地坐在旋转的拉坯机前专心致志
地摆弄手中光滑的瓷泥。 在手工教室， 10岁的小
女孩杨欣然正在串珠子， 希望开学后将串珠老鼠
作为礼物分享给好朋友。

今年11岁的赵锦墨说： “在这里， 我除了做
作业， 还可以做手工。 我特别开心。 因为我喜欢
陶瓷， 幼儿园时候学过， 后来上小学就放弃了。”

史琴说： “我觉得艺术能让生命变得丰富，
这些兴趣的培养应该从娃娃抓起， 也希望孩子们
能有效利用平时课后的时间。 所以， 我们的班级
特色体现在让孩子们接触 ‘国粹’， 了解 ‘国粹’，
爱上 ‘国粹’。”

史琴坦言， 托管班的责任很大， 每天都有风
险。 “每个孩子刚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先培养规
则意识。 我们要从小树立孩子们的规则意识， 让
他们懂得自由是有边界的。 为了方便管理， 我们
还做了大量的工作表格， 具体细致地安排当天的
接送名单， 绝对不能漏接孩子。 尽管如此， 我还
是不放心， 上厕所10米左右的路程都要安排老师
跟着， 还不停地强调， 上下台阶， 不要跑， 要一
级一级上下， 注意脚下的路。”

汽车博物馆托管班

“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开心！” 北京汽车博物馆
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的孩子们在几周的课程学习
中收获知识与自信。 汽车博物馆职工子女暑期托
管班设置了多种课程， 比如跆拳道、 舞蹈课、 七
巧板、 绒花手工、 剪纸艺术、 数独填字等等， 课
程每天都有新 “搭配”， 孩子们每天都有新收获。

据北京汽车博物馆工会主席刘月英介绍， 汽
车博物馆工会作为丰台区、 全市以及全国的托管
班优秀单位， 今年推出了 “六个一” 的托管新模
式， 即 “六个一” 特色： 一张全方位课程表， 一
系列爱国主义电影， 一系列小小讲解员培训， 一
系列科普讲解员培训， 一次进馆志愿讲解， 一次
汇报演出。

其中的 “小小讲解员培训班” 活动是首次与
汽博馆工会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相结合， 课程设
小小讲解员及小小科普员培训， 内容有发声发音、
形体训练、 模拟讲解、 汽车文化及汽车科普等专
业课程。

小小讲解员课程偏向汽车文化、 汽车故事内
容 ， 小小科普员则侧重汽车技术 、 汽车科技 。
通过培训， 孩子们能简单了解发动机、 汽车安全
零部件及汽车赛事等知识， 通过展区互动讲解形
式向观众讲述汽车科技原理， 学习汽车的科技与
技术。

据刘月英介绍， 汽车博物馆的每一位 “小小
讲解员” 都需要翻越 “怯场” 的大山， 剥除 “依
赖老师 ” 的外衣 ， 成为勇于展现自我的独立的
“小小勇士”。 在老师们的关心鼓励与专业指导下，
许多小朋友都勇敢的迈开了第一步———一点点放
大的声音、 慢慢绽放的笑容……孩子们克服害羞

胆怯， 走到台前、 走到馆内， 向老师们同学们、
馆内的参观者们勇敢介绍自己熟悉的车辆， 讲解
其中的历史故事和科学原理， 展示小小身体里的
大大潜能， 收获了参观的叔叔阿姨们的喜爱， 观
众们都说小朋友们是汽博的 “暑期最佳讲解员”。

近日的一天上午， 丰台区财政局副局长黄雁
带队， 在北京汽车博物馆工会主席刘月英的陪同
下， 来到汽博馆工会托管班看望了托管班的小朋
友们， 为他们送来了慰问品和关怀， 并观看了小
朋友们在托管班小小讲解员、 小小科普员培训班
的学习成果。

在展区， 以托管班上张潇、 王景嵩、 石珈麓、
祝梓涵四位小朋友为代表， 分别向丰台区财政局
副局长黄雁一行作了 “安全性能实验室安全气囊”
“雷锋， 一个汽车兵的故事” “东风金龙的故事”
的讲解。 从引导观众入场、 展示讲解礼仪到正式
讲解、 到与观众互动、 回答提问， 小朋友们都表
现出了专业规范的讲解员素质， 赢得了家长们和
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和赞扬。

通过学习小小讲解员课程， 孩子们不仅圆满
完成了汇报演出 ， 作为小小志愿者为观众提
供讲解服务还深受欢迎。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走进
博物馆， 爱上汽车文化， 孩子们纷纷表示， 今后
节假日要让爸爸妈妈多带他们来汽博馆， 为更多
观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