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形成完善的多方监督评价体系
美国教育部提出的 21stCCLC（21 世

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中，明确各级公立学
校可以提出经费申请来办理课后计划项
目， 但学校必须和社区内其他教育相关机
构、组织或企业厂商合作，这样以防止学校
独揽办班的权力而限制了学生学习的领域
和资源， 降低社区参与的机会和责任。 此
外，各个课后教育服务机构都要接受政府、
社区、家长的监督，实施效果好者增加补助
经费，成效不佳者无实施的必要。

英国：托管服务需向教育局登记注册
英国的儿童托管服务需要向教育标准

局登记注册并接受其监管。 只有注册过的
儿童托管服务才有资格收取费用或服务成
本。 英格兰对于儿童职员比例的规定只适
用于 7岁以下儿童， 对于为 8 岁以上儿童
提供服务的机构没有法律规定， 鼓励任何
时候至少 2人值班。

法国：以“免费”和“高质量”为目标
法国一些市镇（如巴黎）正在尝试推出

免费的课外托管项目，并将“免费”和“高质
量” 作为今后课外托管和课外活动教育的
方向。 法国支持课外托管服务的财政补助
主要来自国家启动基金、 家庭补贴国家出
纳处和家庭补助管理局、农业社会互助会。

坐标：北京师范大学株洲附属学校（以下
简称“北师大株洲附校”）

北师大株洲附校古筝活动室内， 三年级
学生莉莉自信地弹奏着古筝。“老师教得很专
业，学校还不收学费。”莉莉妈妈介绍，孩子是
去年开始学习古筝的， 现在技艺有了不小的
进步，去年学校“六一”儿童节大型汇演时，莉
莉所在的古筝社团还表演了《高山流水》节
目，赢得掌声一片。

让人欣慰的是， 每天放学回到家， 莉莉
也不忘认真练习当天所学的内容， “社团活
动让孩子找到了兴趣所在， 更重要的是， 为
我们家长解决了接送难题。” 莉莉妈妈介绍，

莉莉是走读生， 自己是典型的坐班族， 早上
9 点上班， 下午 5 点半下班， 莉莉爸爸经常
在外出差。 孩子的接送问题成了她择校考虑
的重点。

经过一番打听后， 她让莉莉入读了北师
大株洲附校。两年多过去了，莉莉妈妈为自己
当时的选择点赞。

学校开创了一套成长课程体系，放学后，
莉莉可以在 30 门精品课中选择自己感兴趣
的科目学习。此外，学校还联合公交公司为走
读生贴心定制公交服务。

莉莉妈妈给记者算了一笔时间账：“莉莉
的古筝课 6点左右结束， 我下班可以直接去

学校接她。 不上古筝课的话， 莉莉可以坐校
车，大概 5 点 45 分到达我公司附近，我会在
站点接她，然后再一起回家，这大大节约了我
来回奔波的时间。 ”

亮点：提供自助式课程大餐
2011 年，北师大株洲附校小学部开创了

成长课程体系， 其中包含拓展型课程———自
主选修课和精品社团课，90 多个选修班和 30
多个精品社团活跃在校园内。

北师大株洲附校小学部的选修课是写进
课表的，每周两次，一般安排在第 6、7 节课，
时间为下午 3 点至 4 点 20 分。不管是走读生
还是寄宿生，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
择喜欢的课程。此外，学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
喜好进入精品社团进行深层次学习。 每天下
午 5 点至 6 点是社团活动时间。

课程设置有“用户思维”

坐标：长沙市天心区小古道巷小学
彭莉是典型的上班族， 每天早上 7 点多

送儿子贺杰去学校， 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公
司。 彭莉家住天心区，却在岳麓区上班，这条
上下班路线，她坐公交、转地铁，花费近一个
小时。

这些都不算问题，最困扰彭莉的是，儿子
早早放学，她却无暇顾及，每天请假接送也不
现实。无奈之下，她在学校附近给贺杰报了个
托管班。“孩子三点半放学，原是为了给孩子
减负，但孩子的负担却更重了，同时也加重了
家长的经济负担。 ”彭莉说。

在托管班，贺杰既可以完成作业，又可以
解决晚餐，一举两得，每个月 1500 元，用彭莉

的话说：“花钱买放心”。但托管班也存在让人
揪心的地方：为了避免风险，托管班不会让孩
子有机会参与太多的户外活动， 孩子并不喜
欢去。 一个学期下来，彭莉发现，贺杰除了按
时完成作业外，收获并不大，人也变得比较懒
散。

不过， 这只是彭莉以前的生活写照。 从
2013 年开始，贺杰所在学校开放城市少年宫
社团活动， 学校周边的大学生志愿者走进学
校当老师， 五花八门的活动让儿子有了更多
交流和实践的机会，整个人精神状态上扬。据
彭莉回忆，上个学期，儿子参加了“公益小达
人 全民抗雾霾”“手工串珠 变废为宝” 等活
动，动手能力大大提升。 此外，儿子还参观了

长沙理工大学的科学实验室等，走出校园，走
向社会，在实践中开阔眼界。

亮点：把学校建设成一所少年宫
在小古道巷小学， 这里的学生有一个共

同的平台———城市少年宫。在这里，大学生志
愿者走进校园当“老师”，小学生走出校园体
验生活。 多样化的课后活动既为学生搭建了
成长的舞台，又为家长解决了孩子放学后“由
谁带”“去哪儿”的问题。

学校和湖南李丽心灵教育中心合作，引
进长沙理工大学物电学院、 民政学院大学生
志愿者，开展“呵护成长”活动，对学生进行文
明礼仪、心理健康、兴趣培养、学习辅导等服
务。 此外，学校还联合湖南师范大学“暖阳筑
梦”团队，为在校大学生与小学生搭建起公共
交流平台， 让孩子们参加丰富多彩的社团活
动。

敞开大门寻求资源共享

坐标：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以下简称
“长师附小”）

40 多岁的张佳感受了一儿一女带来的
快乐， 但在接娃放学这件事情上， 他深感无
助。

张佳的女儿今年读初一， 儿子读小学二
年级，两所学校有近 20分钟车程的距离。 按
学校正常的课程安排，女儿放学要到六点，儿
子三点半就放学了， 而张佳两口子都是五点
半才下班。 关于怎么接娃，他们产生了分歧，
最终他们决定直接把儿子托管在学校。

儿子参加校内托管后， 张佳两口子明显
感觉松了口气。 学校除了安排专门的老师给
学生辅导作业外， 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团
活动。 一个学期下来，儿子变得活泼了，还在
学校里学了不少东西。

“小男孩坐不住，我每天下班回家也比较
疲倦，辅导他写作业容易火大，现在儿子基本
在学校就能完成作业， 不懂的还可以直接向
老师请教，他基本上能摆脱我的‘吼功’了。 ”
张佳笑言。

现在， 张佳终于可以做到工作与接送孩

子两不误了。下班后的他先接上儿子和老婆，
再赶往女儿所在的学校，一家四口一起回家，
其乐融融。

亮点：小学生放学后可在校托管
长师附小校长张华介绍， 为帮助家长解

决“三点半”难题，学校在很早之前就进行了
探索，一方面，学校建议家长及时来接孩子；
另一方面，对实在没法及时接走的孩子，学校
对他们进行集中托管。 有需求的家长需提前
向班主任报名， 班主任再把情况统计上报给
学校。对不能按时被接走的孩子，学校会在校
内安排专门的老师进行作业辅导。 孩子做完
作业后，可以在校园内自由活动，直到家长来
接他们。

坐标：益阳市资阳区南岳宫社区学校
“我家孙子一放学，就溜进网吧，一待

就是一两个小时。 ”60 多岁的张大爷说起
孙子很是无奈，儿子儿媳不在身边，教育孩
子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孙子放学后要么就
去上网，要么就与同学在小巷内瞎逛。 ”张
大爷一直在寻思着怎么给孩子找点事做。

“现在这些情况明显减少了”， 南岳宫
社区党支部书记陈润珍介绍， 南岳宫社区
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学
习有困难。 2008 年，南岳宫社区创办了益
阳市首家社区学校，下午 4 点半开放、6 点
半关门，为留守儿童建立课外家园。

一到放学时间，南岳宫社区“四点半学
校”就热闹起来。 学生鱼贯而入，来到这里
复习功课、阅读课外书籍、练习书法，忙碌
不停， 一旁有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辅导
和指引。“把孩子放在这里，我们放心。 ”张
大爷说，现在孙子喜欢上了下象棋，每天回
家还要缠着张大爷“杀两盘”。

亮点：学生可到社区免费参加活动
南岳宫社区学校开设了泥塑、剪纸、书

法、绘画等艺术类课程，组织成立了乒乓球
队、篮球队、游泳队、国际象棋队，此外，南
岳宫社区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一些教育
活动，利用学校、社区广场和革命教育基地
等活动场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主动联系
相关部门，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夏天游
泳安全知识宣传等，普及安全知识。

国外“三点半”
孩子去哪儿

学生作业有专人辅导

建立留守儿童
课外守护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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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贴心课程、求资源共享、办校内托管、建社区学校，且看———

破解“三点半难题”的湖南解读
本报记者 胡荧

孩子下午三点半放学，家长下午五点半甚至六点才下班，接孩子遭遇尴尬时间差，无处安置的小学生谁来接、谁来管？ 这个令人纠结的“三点半难题”击中了无数家庭
的“痛点”。 记者采访了解到，面对“三点半难题”，家长通常采取以下办法：家中老人帮忙接孩子放学、把孩子送到托管班代管、给孩子报课外班以及“放羊式”管理。

显然，这都不是长久之计。 针对此种情况，省内一些学校开始探索解决之道，并推出了切实可行的举措来破解“三点半难题”，让孩子放学后不“放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