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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曲艺民俗 大师降临授绝技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本报记者 刘欣欣

画脸谱讲国学 托管班充满中国味

“红色脸谱通常象征着忠义、 耿
直 、 有血性 ， 蓝色脸谱用来表现性
格刚直， 桀骜不驯……” 在团结湖街
道总工会开办的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
课堂上， 孩子们正在跟随老师学习脸
谱知识， 并且亲手画出一个个属于自
己的京剧脸谱。 这个托管班共有26名
职工子女， 他们在这里共度了10天的
时光。

施静的孩子今年十岁， 正在托管
班上课， 对于工会办的班 ， 她赞不
绝口 。 “每年一放假孩子就没地儿
放， 以前就只能报外 边 的 兴 趣 班 ，
课程也 很一般 ， 但是没什么办法 ，
只能送去。”

在团结湖的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
国画、 皮影， 朗诵等一系列的国学课
程让施静和孩子都觉得很满意。 此外，
托管班的接送时间非常灵活， 虽然课
程安排是早上八点半到下午四点半 ，
但是对于有晚接需求的家长， 孩子可
以在托管班待到六点半， 有老师负责
照顾。

“我们的最大特色可以说就是最
大限度满足职工需求 ， 把好事办好 ，
真正为职工解决后后顾之忧。” 团结湖
街道工会主席葛利军告诉记者， 在筹
办托管班的过程中， 她始终把安全放
在首要的位置上。 在食品安全上， 她
要求食材采购于知名配餐公司， 并且

每餐都留取小样。 在人身安全上， 她
要求家长务必亲自接送， 除了教学老
师、 生活老师外， 她还派出两名工会
工作人员全程跟班。 课程设计上， 团
结湖街道总工会委托社会化办学力量，
提前几个月策划， 督促对方把最好的
教师资源用到托管班中， 并且非常重
视国学知识的教授。

今年暑期， 朝阳区总工会积极协
调、 指导、 推动全区各街道、 地区和
功能区总工会、 各产业工会及机关工
会联合会， 普遍开展暑期职工子女托
管服务 ， 为职工提供一个家长放心 、
孩子开心的暑期学习与生活环境， 力
争解决更多职工后顾之忧。

目前， 朝阳区各级工会组织开展
的暑期托管班共计40余个， 已经陆续
开班。 在这中间， 像团结湖街道总工

会在托管班中侧重传统文化课程教授
的还有很多。

在朝外街道， 从7月14日起， 36名
小学生在这里开启了为期7周的夏令营
托管生活。 暑期托管班在辅导孩子们
完成假期作业之余 ， 还开设了书法 、
吟诵、 国画、 武术、 戏曲等中国文化
课程， 全方位、 多层次教育和启迪孩
子们的心灵。

开班之前， 朝外街道总工会工会
主席龙梅与暑期托管班教师进行了多
次沟通， 对孩子们的安全、 食品卫生、
课程安排、 孩子接送等方面问题进行
了沟通交流。 为了更好地保障孩子们
入营期间的营养和饮食安全， 由街道
工会食堂亲自为孩子们准备暑期营养
套餐。

朝外街道总工会主办的此次暑期

托管班的主题为 “我的中国式生活”，
从衣、 食、 住、 行、 茶、 农、 书、 画、
武、 诵、 戏等多个方面展开课程。 不
仅在课堂上学习， 还带孩子们到建筑
规划展览馆、 火车博物馆、 茶城等地，
完成体验式的学习和实践性游学。

“朝外总工会开办的夏令营非常
人性化 ， 环境布置得非常干净温馨 ，
课程设置很丰富， 老师对孩子们有耐
心、 有爱心， 每天会在微信群里发布
上课时候的照片， 让爸爸妈妈及时了
解孩子动态， 使我们更安心工作。” 参
加夏令营活动的孩子家长们表示， 朝
外街道总工会真正地做到了想职工所
想、 急职工所急， 通过开办暑期托管
班， 能够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 美
好、 愉快的暑假， 也能让职工家长满
意放心、 安心工作。

团结湖街道总工会

“我们原本就是想着孩子在这里
比较安全， 能好好地完成作业， 或者
再拓展点 ， 上个手工课 、 绘画课的 ，
我们就很满意了。 没想到还给孩子们
安排了曲艺民俗课和非遗体验。 特别
意外， 也特别感谢。” 天桥街道的企业
职工刘磊婷由衷地说。 从7月22日起，
刘磊婷的孩子和天桥街道30余位职工
家庭的子女一起进入由天桥街道总工
会主办的 “萤火微光智慧未来” 首届
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学习。

天桥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积极响应西城区总工会 《关于开
展2019年职工子女暑期托管项目工作
的通知》 有关精神， 切实解决辖区职
工暑假期间子女无人照料的问题， 丰
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我们才决定开
设首届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 “我们
的通知一经下发， 就得到了职工的积
极响应。 来自辖区机关单位、 企事业
会员单位等单位和部门的30多名职工
子女积极报名参与。”

该负责人介绍， “因为是第一次
主办托管班， 又是涉及孩子的事， 所
以在前期 ， 我们用两个多月的时间 ，
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协调和走访调研。”
为了保障服务质量和孩子们的安全 ，
天桥街道总工会主办的暑期托管班每
天按照1:5的比例配备老师和志愿者，

共6人对班级课程、 孩子们的生活进行
管理与照料。 在教室安排上， 同时设
置了两大一小三个教室， 用以分年龄
段、 分空间兼顾1到6年级不同年龄段
学生的需求。 在课程设置和活动安排
上更是进行了精心设置， 不仅包含了
安全教育、 科技创新、 趣味桌游、 英
语会话、 文艺活动、 户外参观等， 还
特别结合地区特殊的文化特点， 设置
了一门 “曲艺杂谈”。

“过去 ， 许多江湖艺人在天桥
‘撂地’， 进行杂耍表演以及曲艺表演。
之后， 这些民俗艺术不断传承、 发展，
形成了独特的天桥文化。 所以， 此次
举办托管班， 我们就将天桥民俗文化
引入了孩子们的课堂， 邀请了一直致
力于传承天桥文化的毛众老师和他的

徒弟们 ， 为孩子们授课 。” 负责人介
绍， 毛众出身在艺术世家。 为了将天
桥宝贵的民俗艺术传承下去， 2011年
起建立居民曲艺队， 为居民群众献上
短小精悍的曲艺说唱节目， 平均一年
演出50多场 ， 最多时一年演出180余
场， 足迹遍布全市。 随后创办公益性
少儿民俗艺术培训、 成立少年艺术团，
他在给孩子们传授技艺之时， 将正能
量的文艺作品融入其中， 让孩子们从
小树立信仰观念， 做红色传人。 托管
班的 “曲艺杂谈 ” 课程 ， 每周一次 ，
每次都有不同主题。 第一周的主题是
快板传承， 第二周是评戏欣赏， 第三
周是评书欣赏 ， 第四周是相声赏析 。
除此之外， 还在外出参观实践课程中
设置了非遗体验。 在 “曲艺杂谈” 课

上， 老师不仅介绍了快板的历史， 进
行了快板表演， 还教孩子们如何使用。
“我家孩子回家就特别兴奋地跟我说，
今天学快板来着 。” 家长姚洋笑说 ，
“这些曲艺项目， 我们并不要求孩子学
的有多精， 但是作为重要的民俗文化，
我们又是在这个地区工作和生活， 确
实应该多懂一点 ， 才不枉是个天桥
人。”

姚洋告诉记者， 托管班除了教授
孩子们传统文化知识， 还培养提升了
他们的生活能力。 “最近， 我发现孩
子在家里会帮我收拾碗筷， 甚至说要
刷碗了。 我才知道， 在托管班， 老师
会让孩子们自己发放碗筷， 吃完饭再
收拾好。 我觉得这些培养孩子的做法
都特别好。”

天桥街道总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