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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两会”期间，课后服务问题
再一次上了热搜。孩子放学早，家长下
班晚。这一时间差所带来的“三点半难
题”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近年
来，学校、社区、教育机构等都在探索该
问题的应对措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课
后服务工作模式。

学学 校校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开展课外活动

玩皮影戏、学跳集体舞、玩轮滑、花
样飞叠杯……每周二到周四放学后，石
景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便投入到丰富
多彩的社团活动中。该校课外活动相
关负责人杨红表示，学校根据学生的年
龄特点和接受程度，提供相应的社团活
动。每学年每位学生可以根据兴趣，选
择1个社团参与。

早在 2014 年，北京市教委就出台
了《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中小学生
课外活动计划的通知》，规定各区县与
学校要在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半至5点
的课外时间，安排每周不少于3天，每
天不少于1小时的体育、艺术、科技等
社团活动，学生可自愿参加。活动通过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开展，由北
京市财政出钱给予补贴，每年投入5亿元。

记者随机采访了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整体
来看，除操场翻新等场地原因导致的特殊情
况，大部分学校已开展课外活动，学生可以选
择一到两个社团参与。大部分兴趣社团是免
费的，在某些学校，机器人课、钢琴课等需要花
钱购买相应设备或者支付课时费。

“孩子反馈不好，感觉没学到什么东西。”
经过一学年的学习，丰台区某小学家长徐女士
认为，通过购买服务提供给学生的课外钢琴课
性价比不高，“一位老师可能要同时负责几个
琴房的学生，一堂40分钟的钢琴课下来，给到
每个学生的指导时间很少。因此，老师也不会
太多关注教学细节，更像是孩子的陪练。”

业内人士表示，部分校外教师由于对学校
学生不够了解，缺乏教学经验，开展课外活动
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学校应适当引导，不
做甩手掌柜，协助保证活动高效、有序地开
展。杨红提到，石景山实验小学的做法是由校
外老师负责社团活动，学校会再选派一位助教
老师对课堂进行实时监管。

海淀区某小学校长张江（化名）坦言，课程
设置如何更接地气、贴合学生需求，提供课程
教学的校外师资队伍是否稳定，大校以走班教
学还是固定班级的形式开展活动，这些都是推
行中小学生课外活动时所面临的问题。

试点弹性离校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
见》，进一步明确鼓励各地各校根据学生身心
发展特点和家长需求，探索实行弹性离校时
间，提供丰富多样的课后服务。

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大兴区提出“课后
延时服务”模式，为不能按时被家长接走的低龄
儿童给予免费的集中看护，直至晚上6点半。

据了解，这种面向双职工家庭的服务模式
在北京实施尚属首次。目前，大兴八小、大兴
六小、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北校区3所小学以
及大兴一幼、大兴五幼、大兴十一幼等3所幼
儿园已完成试点。

未来是否会在区内学校铺开？是否会提
供给老师相应劳动报酬？“延时”多久，如何

“延”？对此，大兴区教委相关人员表示，目前
比较明确的是，“课后延时服务”将会在大兴区
继续推进，但具体开展的学校范围尚未确定。
相关人员在进行研究，制定相关实施方案，预
计本周将会公布细则。

“校内少年宫”受追捧
记者了解到，西城区教委 2014 年开始实

施的“城市学校少年宫”计划（简称“城宫计
划”）多次被家长提及。该计划通过引进优质
教育资源，在校内开展包含艺术、科技、体育、
传统文化等内容的特色课外活动。据了解，城
宫计划的师资队伍来自于学校、有资质的社会
教育机构、“非遗”传承人、“高参小”项目的高

校以及学生家长等各种社会资源，建立校内的
“少年宫”。

记者从“城宫计划”参与学校北京市第十
四中学了解到，该校初一、初二学生在每周四
下午15：10-17：40期间参加相关课程活动，每
个学生可根据自己兴趣进行选择。目前，该计
划已在西城区实现全覆盖，书法、舞蹈等艺术
类课程，机器人、单片机等科技类课程，篮球、
乒乓球、跆拳道等体育类活动，面人、风筝等多
项“非遗”项目均已在学校铺开。

据媒体公开报道，为丰富课外活动内容，
此前，丰台区曾与国家大剧院和中国戏曲学院
合作，在50所中小学中开展相关活动，借力多
方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

机构机构
以课业辅导为主 提供多种兴趣课程

“这道题其实很简单，跟她讲了一遍，估计
大脑还是没转过弯来……”在丰台区时代风帆
大厦，一家名为“学能教育”的托管机构前台，
刚刚给孩子讲完题的老师正在跟学生家长沟
通。或许正处在晚餐时间，这家托管机构十分
嘈杂。当记者以家长身份试图进行咨询时，两
次因为老师要跟孩子讲题或与其他家长沟通
孩子学习情况而打断。

据了解，这座大厦至少有三家这样的托管
班，价格在每月850元到1600元不等，主要服
务周边两所小学的孩子。一位来自“劝学成长
教育”托管机构的老师告诉记者，目前，班里1
至4年级的孩子最多。“虽然附近学校不多，但
是好的托管机构依旧要靠‘抢’，目前我们二年
级托管班已经满班，需要‘排队’。”

市场需求下，催生了大量提供课后服务
（托管）的机构，有的机构以课业辅导为主，涉
及校内同步学习、学习习惯养成等；有的在此
基础上增加了兴趣课程，家长可以从“书法”、

“写作”、“少儿英语”等多种课程中选择。根据
托管内容及是否含晚餐等，费用有所差别。

行业门槛低 缺乏监管和规范
相比于托管机构，小区、居民楼里的“小饭

桌”也是家长托管孩子的另一选择。大部分
‘小饭桌’没有申办完整的经营手续，老师也通
常身兼多职。家住朝阳区松榆里社区的吴女
士告诉记者，女儿一一（化名）所在的托管班由
一位退休教师开办。“一般会有来自不同年级
的六七个孩子参与，老师会固定一个时间让孩
子完成作业。之后可以自由进行阅读、画画、
预习功课等。因为这位退休教师经验丰富，能
镇得住孩子，并且能及时答疑解惑，孩子在托
管班写作业的效率比在家高很多。”

在吴女士看来，相比于机构，开在小区里
的“小饭桌”邻里街坊都熟悉，相对安全，而且
接送时间也比较灵活。

然而，这种私人运作的“小饭桌”也普遍存在
师资、设施等不完备的问题，缺乏开办资质、卫
生、安全等方面的有效规范和管理。吴女士坦言

“找到好的托管班得靠碰运气，家长没有可以参
考的标准，主要根据其他家长推荐进行选择。”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层面相关法律法规
尚处空白，而托管机构涉及工商、教育、消防等
多个部门，很容易形成监管漏洞。可爱学创始
人兼CEO陈远河也表示，托管行业的生存环
境是目前最大的挑战之一，需要政策进一步明
确规范托管行业，促进行业有序发展。

社区社区
部分尝试遇冷 居民多元需求难满足
在过去几年中，北京有部分社区积极探索

利用社区资源来解决托管问题。记者在走访
中了解到，这一模式获得了部分家长和孩子的
认同，但实践中也面临许多问题，不少曾开办

“3点半课堂”的社区现已停止提供此类服务。
朝外街道雅宝里社区曾通过政府购买社

会组织服务的方式为居民提供免费的学后托
管服务，但该项目目前已停止。朝外街道相关
负责人马女士表示，一开始家长们觉得很好，
但后期孩子越来越少，渐渐没什么人来了。究
其原因，马女士认为主要是家长和孩子的多元
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首先，社区托管班里会有
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还会有一些残疾的孩子；
同时，孩子们的个性和想法各不相同，可能有
的孩子想看书学习，有的孩子却想玩；后来，部
分家长又提出了接送孩子，辅导作业等需求。
总之，社区仅提供活动场所和看护服务难以满
足居民的需求。”

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华清园社区在实践中
也发现，如何把孩子们吸引到社区服务站来是
一个重要问题。该社区社工李石鹏回忆，一开
始社区的计划是由大学生志愿者为孩子们进
行课后作业辅导，但效果并不理想；于是，社区
开始根据孩子们的兴趣开展手工课程，如教孩
子们编中国结。“通过这种方式，参与人数提升
了，人员也更固定，因为这种手工制作一两次
孩子很难学会，需要持续地到服务站来。”自去
年起，该社区因服务站装修停止提供托管服
务，但李石鹏透露，目前正在研究重启该项目，
考虑更好地与周边高校合作，引入社团资源，
为孩子们开设更丰富的课程。

但马女士认为，社区不是教育机构，此类
责任还是应该由学校来承担。“这并不是社区
的专长，对孩子管得多也不是，管得少也不是，
压力很大。如果由社会组织来开展课程，其专
业度难以与教育机构相比。因此，社区托管实
际操作起来存在很多问题，我们没有计划重启
相关项目。”

在李石鹏看来，社区提供托管服务优势与
挑战并存。他表示，社区对周边居民情况比较了
解，居民对社区也比较信任，社区服务站这种

“家门口”的场地也相对方便。但是，人力问题是
一大挑战。“单独靠居委会的几个人难以承担孩
子们的安全问题，需要更多的志愿者参与，理想
状况是一对一看护。同时，部分家长下班时间

晚，难以及时到服务站接孩子，我们的
下班时间也随之延后，一些家里有孩子
的社区工作人员因此面临难题。”

声音声音
缓解三点半难题需要学校担当
●耿晓冬，北京市政协委员（2018

年北京市两会期间，提出关于中小学
三点半放学问题的提案）

经过走访调查，目前在各个中小
学推行的课外活动计划仍面临着经费
不足，学校缺乏自主权，学校的积极性
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的问题。同时，大多
数学校一周有两天没有放学后的课外
活动。即使学生四点半离校，很多上班
族家长仍然面临无法接孩子的困境。

因此，建议在时间上，将课外活动
结束时间推迟到5点半，同时充分利用
学校现有教师、场地资源，根据学生的
能力、兴趣，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
开展相应课外活动。

政府需要给予财政支持，提高参
与老师的补贴，把活动内容的选择权
下放到学校，学校再通过对学生、家长
调研摸底，因地因时因校制宜，政府部
门则起到规范和监管作用。
托管机构可提供综合服务内容

●陈远河，可爱学创始人兼CEO
托管不等于带孩子，最重要的是做好

“托”，让家长们放心。所谓的托管服务简单来
说就是帮助孩子合理安排、利用好课后时间，
让他们玩得开心、吃得好。同时，与纯粹的兴
趣班不同，托管机构提供的服务内容更加综
合，可提供学业辅导外的“素质拓展”启蒙。通
过接触不同学龄段的家庭，陈远河发现，孩子
处在一到三年级时，家长更关注是否安全、是
否吃得好，孩子到了三年级以上，家长就对作
业辅导看得重了。

对不同需求的家庭进行分层供给
●张洪伟，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联盟创始人
解决三点半难题应该校内校外双管齐

下。政府、学校满足基础的课外延时服务需
求，社会机构提供个性化服务。针对不同需求
的家庭制定不同的应对办法，进行分层供给。
如美国将课后服务纳入民生工程，形成由教育
部门、社区、民间机构、公益组织等互相配合实
施的社会福利事业。根据家庭收入，匹配相应
的课后服务。

■ 其他方案
南京

实行弹性离校 学生可自愿申请
2017年2月，南京市政府办下发通知，所

有公办、民办小学开始实行“弹性离校”制度。
冬季上学时间段（每年11月1日至下年度的3
月31日）托管结束时间原则上为17点，非冬季
上学时间段原则上为18点，具体时间由各区
确定。期间，学校安排专人照管学生自行复
习、作业、预习和课外阅读等。

根据规定，凡正常放学后按时离校有困难
的小学生，由家长依照学校相关规定自愿提出
书面申请，经学校批准后均可延时离校。

上海
公办校课后服务实现100%覆盖

2014年2月，上海市教委出台了《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小学生放学
后看护工作的通知》，要求区县教育部门整合
街镇社区学校、其他社区服务的公益性组织、
学校等各种社会资源，为学生提供放学后看护
服务（服务时间一般为放学后到 17：00）。据
了解，自2017年秋季学期起，上海市公办学校
课后服务实现100%覆盖。

广西
利用社区资源解决托管问题

2017 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办公
厅出台《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学校要
主动承担校内课后服务工作，校内课后服务时
间主要指正常上课日的早上、中午和下午课
后，学生自愿参加。《意见》指出，开展课后服务
的人力资源可来自于优秀教师、民间艺人、“五
老”人员、大学生志愿者等。 据《新京报》

“课后三点半”难题寻求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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