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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做作业好？孩子头痛、家
长烦心！放学了，爸妈还没下班怎
么办？家里环境吵，没法静心做作
业？那就来××晚托班，给孩子一个
高效的书房！”这是南京某放学后托管
班“四点半课堂”的招生广告。文案指
向许多家庭都关注的问题：放学后孩
子去哪儿？

日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大学生课题组，就放学后“真
空时段”儿童教养问题，通过发放
问卷、实地考察、现场访谈等形
式，形成针对社区课堂的研究报告

《相约四点半：探究专业实践与服务
社会相结合的学习模式》，荣获第十
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儿童放学后“真空时段”
的双重问题：安全和教养

课题组针对南京地区近2000个
家庭的调研显示：小学生在三点半
到四点半之间就放学离校，由于学
校作息时间与家长工作时间不一
致，近 60%的家长在傍晚五点半甚
至更晚才下班。这就形成儿童放学
后家校监管的“真空时段”。“真空
时段”孩子的安全和教育成为家
长、学校和社会面临的双重问题，
双职工家庭尤其头疼。

首先是孩子的安全问题。迫于
工作压力，极少父母有条件亲自接
送，更多将接送孩子的任务托付给家
中老人，交通安全问题令人担忧；另
有一部分实属“接送困难户”家庭，或
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会选择一些晚
托机构来解决孩子的接送与照管。
但是一般晚托机构常为避免孩子路
上的安全责任而不提供接送服务，孩
子的安全难有保障。

南 京 市 政 府 曾 为 解 决 放 学 后
“真空时段”问题，于 2013 年 10 月
在全市各小学倡导“弹性放学”，学
生可以自由选择延迟放学时间。在
延迟放学的时段内，学生可以在学
校参加由学校组织的活动或做作
业，但这一制度并没有受到学校方
面的欢迎。由于不能收取学生额外
费用，学校要承担学生离校前的一
切额外支出；学生在校时间的延
长，意味着学校承担责任的时限也
延长；另外，教师无法按时下班，
也没有额外的收入补贴，激励严重
不足。目前，这一倡导已难以维续。

其次是孩子的教养问题。良好的
学习习惯、课业成绩及综合素养并非一
朝一夕获得，与学习时间和教养环境密
切相关。即使放学后被接回家的孩子
也可能因为家庭环境喧闹、缺乏父母的
指导与监督等，出现作业效率低下、学
习习惯不良现象；而无人接管的孩子还
可能受到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于是，
众多的社会辅导班、晚托机构抓住家长
担心焦虑的心态，开设一系列课业辅导
为主的课程，以帮助孩子完成作业、巩
固提高课业知识吸引生源。

事实上，孩子在接受一天的课
堂学习之后，又被继续要求上课做
作业，其感受会如何呢？效果又怎
样呢？问卷调查显示，学生更愿意
在放学后参与一些兴趣课程。如，
45.2% 的 孩 子 希 望 能 学 习 书 法 绘
画，21.3%的孩子愿意参与文学欣
赏活动，30%的孩子喜欢进行一些
技艺手工类活动，只有近3%的孩子
愿意继续课内知识学习。可见，这
种“类学校教育”的知识传授辅导
班，教育内容单一、教养课程缺
失，并不受孩子欢迎。

社区课堂：数量繁多，质
量良莠不齐

调研发现，全国各个城市都有
各种名目的托管培训班。这样的机
构良莠不齐，甚至鱼龙混杂。

调查显示，常见的托管培训机
构，从性质上分析有三种：

第一种主要指以营利为目的的
辅导班、托管班等。从个人开办的

“小饭桌”，到大型教育连锁机构的
“三点钟教育”，其运作、课程、管
理等水平参差不齐。这类机构以课
业辅导和学业成绩提高为主，兴趣特
色活动为辅。因其提供教育内容的
差异，收费从每月几百元，到上千元、
甚至几千元不等，对普通工薪阶层家
庭而言是不小的经济压力。这种“放
学后教育”表面上是为满足不同孩子
的需求，其目标人群实质是家长，
是为满足不同经济水平和教育理念
的家长的需要。此类晚托班近年来

在各个城市开设得如火如荼，质量
参差不齐。

第二种是少量半公益半营利性
质，与政府或慈善组织合作，为孩
子提供一系列放学后教育的机构。
这类机构虽收取一部分学费，但是
同等服务的价格相对营利性教育机
构要低得多，其目的更多为服务范
围内的家庭提供便利与福祉。比较
有代表性的，是一些大学生创业开
办的课后辅导班，其场地由政府或
社区提供，不收租金，学费不高。
收取的费用一部分用于机构运转，
另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劳动所得。这
类机构的优点是性价比高，营利与
服务大众兼得，但同时也存在稳定
性、持续性不够的问题。

第三种则是纯粹公益性质的放
学后学习机构。通常是由社区或少
数慈善组织支持，招募退休教师、
义工或少量志愿者进行教学和管理，
几乎不收取学生任何费用。这类机构
依托社区设立，因离家近、不收费、人
际熟悉而得到家长的认可。社区内的
环境教育、同伴效应及周边丰富的教
育资源，也是吸引家长和儿童的重要
因素。但存在因师资质量参差不齐及
管理欠规范而对儿童的教育教养产
生负作用的可能。

课题组以上述第三种纯公益类
型的“社区课堂”为研究的重点。
选取了南京市六城区 7 所城乡小学
随机发放 1500 份问卷，有效回收
1228 份，有效率达 81.9%。调研主
要目的，一是了解社区课堂在南京
城区的普及情况，二是了解儿童对
社区课堂的需求情况，三是以参与
社区课堂的儿童为对象，了解其对
社区课堂的个人实际需求及参与的
直接感受等。同时，选择 7 所学校
周边 10 个左右已开办社区课堂或具
备社区课堂雏形的社区，实地考察
社区课堂的发展现状，并对参与其
中的学生、家长、大学生志愿者、
社区课堂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获
得许多一手资料。问卷统计数据显
示，社区课堂的开设普及和儿童的
参与情况如下：

调研的 7 所小学周边社区中，提
供托管和课业辅导等服务的社区只
占 17.4%。在调研的 1000 多个学生
中，仅有 13.7%的学生家长能在儿童
放学之前回到家，只有12%的儿童参
与过社区课堂活动，近70%的儿童由
老人或其他托管机构接回家做作业，
近14%的儿童参与各种补习班。

数据反映，南京地区社区课堂的
数量总体偏少，儿童参与率不高。但
是从儿童自身的意愿和兴趣看，许多
孩子很愿意选择离家较近、课程多样
的社区课堂。这说明目前社区课堂的
数量与实际需求差距较大。

数据和走访结果显示，社区课
堂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社区课堂
教养内容单一，家长对孩子学业高
度重视，儿童放学后除功课和作业
外，较少孩子有机会参与自己感兴
趣的活动。问及孩子参与社区课堂
的意愿，有 55.5%的孩子表示愿意
在放学后参与社区课堂活动，尤其
希 望 能 够 学 习 计 算 机 基 础

（34.4%）、自然与科学 （32.8%） 及
手工 （29.5%） 等知识，与同龄人
一起，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目前
社区课堂的课程设置虽逐渐开始多
样化，但与儿童的期待仍存在较大
落差。迫于家长的压力，社区课堂
中“类学校课程”及课业辅导形式
仍占据绝对优势，这与儿童自身的
期待和兴趣并不相符。

数据还显示，师资问题是社区
课堂的另一突出问题。面对由退休
教师、大学生志愿者、社区工作人
员随机构成的师资队伍，家长和孩
子都不甚满意。虽然不少家长倾向
由学校老师在社区课堂中继续对孩
子进行学业帮扶，但现实可能性不
大。于是家长和儿童转而选择高校
大学生志愿者，对大学生志愿者的
期待高达 44.3%。并且，在目前社
区课堂的实际师资总量中，大学生
志愿者数量已占70.5%。

这些数据说明，社区课堂在填补儿
童“真空时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且社
区和儿童对大学生参与社区课堂持有
一种积极的态度。青年学生的活力与
创新的思维有助于开阔孩子们的视野，
为社区课堂注入新鲜活力。

破解儿童教养“真空时
段”问题：高校与社区携手

综观国内外，“真空时段”困境

普遍存在，各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
努力探索。

美国教育部于 1998 年启动由地
方教育机构、学校和社区共同实施的

“21 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解决
儿童课后安全与教育问题，并对低收
入家庭进行积极的教育补偿。日本
于 2007 年推出由社区居民、地区团
体、大学生志愿者共同执行的“放学
后儿童计划”，为儿童提供放学后或
者暑期等时间段安全、健康、适宜的
去处。

近年来国内关于放学后托管教
育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日益丰富。

为解决“真空时段”儿童的教
养难题，许多地区开始在社区或学
校推广一些公益或半公益性的“四
点半课堂”，实施放学后托管教育服
务。早在 1998 年 5 月，宁波市白鹤
街道在紫金街道社区创办了宁波市
第一所“四点钟学校”。深圳市充分
发挥社区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中的作用，于2007年在罗湖区成立
首个“四点半课堂”，随后逐步推广
至全市试点。本世纪初，上海市开
始关注儿童“真空时段”的去向，
作为解决问题重要形式的“晚托
班”“看护班”得到上海政府、学
校、社区的关注。

即便如此，社区课堂师资的整体
素质与专业化水平仍令人担忧，课程
的单一性、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政策保
障等问题一直广为诟病。到底应如
何开展放学后教育？社区该如何应
对放学后的“真空时段”？

课题组通过深入调研发现，南
京各大高校周边的社区，正逐步开
始利用高校的丰富教育资源，探索
社区与高校合作的“相约四点半”
社区课堂。

以南京师范大学为例，现有 25
个学院中，有 17 个学院开展了社区

儿童教育服务活动，以师范教育、
公共管理和社会工作等专业尤为突
出，多以校级和院级的志愿者团
队、学生会和社团组织等为单位开
展活动，涉及孔府学堂、亲子课
堂、儿童阅读室、少儿书画红领巾
班、魔法课堂、晓葵课堂等 20 多个
项目。惠及社区包括经济文化发展
较快的城镇社区，也有较为落后的
乡村社区。活动场所既有社区服务
或休闲中心，也有社区行政场所。“如
今，有了‘四点半课堂’的大学生志愿
者，孩子放学后有人照看，作业有人
辅导，他们的兴趣特长也得到了发
展，我们家长和老师都放心。”南京仙
林大学城仙林社区小学生李海家长
的高兴溢于言表。

课题组研究认为，高校和社区
携手，开设“相约四点半”社区课
堂关注儿童“放学后教育”，可以实
现多方共赢。

社 区 课 堂 对 社 区 内 各 家 庭 而
言，具有离家离校近、交通便利、
整体承接儿童方便的优势，可以切
实缓解家长对放学后儿童安全状况
的焦虑。高校青年学生作为儿童

“放学后教育”的实施者既提升了社
区课堂质量，同时结合社区的需求
和自身专业特色开展专业实践活
动，也使大学生提升了道德责任
感，并收获丰富的实践学习成果。
于高校而言，则是拓展了大学生实
践教育的方式和渠道，提升了人才
培养的质量和社会适应性，发挥了
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

研究发现，尽管好处不少，但
这种模式依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破
解。据社区工作人员及高校学生反
映：儿童普遍愿意参与社区课堂，
但目前社区课堂的课程设置缺乏创
新性和系统性；高校不同专业的学
生在同一社区或不同社区开展社区

课堂，彼此间缺少沟通和整体统
筹，在课程规划和活动选择方面随
意性较大，难免“撞车”；“四点半课
堂”一定程度上仍维持在填满儿童

“放学后时间”的浅表层次，尚未触及
对儿童主体深层次的教养和教育。
同时，社区课堂的有效管理、监督、评
价和考核，仍然缺乏。

基于上述问题，课题组对构建
高校和社区双向合作的儿童“放学
后教育”，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高校和周边的社区彼此
间应加强双向沟通，做到知己知彼，
资源共享，在充分调研论证基础上开
办“相约四点半”社区课堂。

第二，高校需打破内部各专业
间壁垒，以项目制招募各专业团队，
避免不同专业在同一社区设置相同
或相似课程或活动的可能性。这种
项目团队既可以立足于一所高校内
部，亦可以放眼整个大学园区。

第三，整合学生需求、社区和高
校资源，以高校专业教育及学术文化
为依托，为“相约四点半”社区课堂的
儿童开发既具专业性又丰富多彩的课
程体系，弥补“类学校课程”教育的不
足。在获奖项目的研究报告中，课题
组设计了学习习惯养成类、公民常识
类、体育健康类、人文艺术类及自然科
学类五大主题课程，下设众多子课程
类型。社区课堂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适当的课程主题实施。

第四，加强对社区“四点半课
堂”及高校青年学生师资队伍的管
理、评价和考核，制定阶段性发展
目标和长期目标，不断吸取不同专
业的新鲜血液，以保证儿童放学后
教育的质量并促进其长效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立德
树人协同创新中心。本研究为“江
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
目”成果。）

近七成学生放学后由老人或托管机构接，多数学生渴望参加兴趣班而非课业补习班——

放学后的“真空时段”谁来补？
魏善春 许欣

社区是儿童在家庭和学校之外的基本活动场
所，是儿童接受社会教育的基本单位，社区的社会
性和群众性给社区儿童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成长条
件。“四点半课堂”正是社区儿童教育发展的产物。

社区“四点半课堂”作为社区教育的重要内
容和儿童放学后教育的重要形式，不仅缓解了家
长对儿童放学后安全和教育的担忧，亦可能成为
儿童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因此，社区“四点半
课堂”越来越成为缓解儿童放学后“真空时段”
困境的重要抓手。南师大学子此次调研以社区

“四点半课堂”为主要对象，了解现状、发现问
题，意图摆脱传统意义上以放学后托管或学业辅
导为主的模式，建构立足社区，整合社区及高校优
质资源，助推儿童和青年共同成长的丰富多彩的
社区“四点半课堂”。让高校和社区在这里相约，
让儿童和青年在这里携手。以高校学子为主体师
资建构的“四点半课堂”，既能为若干家庭解决孩
子放学后安全和教养问题，同时对于青年大学生
而言，也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和服务社会的良机。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社区效应”和“同伴
效应”在教育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制度化学校教
育内的儿童以“班级”为基本学习和生活单位，年
龄相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稳定、封闭、常态
化的组织形式，其学习内容亦是被规定、被规范、
被经验的“知识”。社区“四点半课堂”为儿童弥补
了制度化学校教育的缺憾，丰富的课程体系和活
动项目让儿童觉得新鲜，因此而激发出对事物的
好奇之心；不同年龄的儿童因相同或相似的爱好
选择在一起学习、体验其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同时
发展其认知和交往能力，这是一种不同于学校教
育的社会化教育学习机会，能够促进儿童的社会
参与并发展其健康人格。

“四点半课堂”并非新鲜话题，但融入高等
教育资源，关注儿童社会性发展及素质培养的

“四点半课堂”却是社区和谐和高等教育实践教
学的共赢。一方面，社区环境和同伴效应有利于
促进教育资源的配置和社会融合；另一方面，社
区教育作为儿童的校外教育可被视为向大教育观
的转型，改善儿童的学习环境，提升儿童的生活
质量，让儿童在更为广阔的天地培养学习力。

大学生参与解决
四点半难题是双赢

魏善春

放学之后的教育问题如何解决呢？我想，家
庭和社会就应充分体现“育人合力”。这个问题
的关键因素有三方面：场地、师资、课程。

关于场地，我认为，这是政府部门应该充分
考虑的一方面，也只有政府部门才能解决这个问
题。因此，关于社区的配套建设，应将此项工作
纳入全局考虑。关于师资，如果仅仅靠大学生志
愿者，只能是杯水车薪。能否把大学生进社区对
孩子们进行各类辅导与培训，作为大学生的一项
选修课程。同时，家长、社会中的优质资源，也可
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以此来丰富课程。
而对于整个课程的内容设计，需要我们社区牵头，
聚合资源，根据孩子们和家长的需求，根据实地的
具体情况，整体策划。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提
供给孩子的服务，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我的学生张亮，刚上一年级，父母是双职工，每
天6点以后才能下班。他们跟我聊到，本想找个家
政工负责接送孩子，可是又担心要把钥匙交给家政
工，最后还是放弃了。

我认为社区管理孩子是解决家校监管“真
空”的有效措施之一。我校附近有一个社区服务
中心，专门为辖区内小学生开设了托管班，有几
个专职的教师负责孩子吃饭、休息、写作业，这
些老师一般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或是社区里的退休
教师，他们可以帮助看护孩子并检查作业。一些
有专业教师和特色活动的托管班更受欢迎，有的
社区聘请了一些专业的教师，在孩子写完作业后
可以进行兴趣的辅导，例如学习书法、绘画、弹琴
之类的，不过这类托管班收费会高一点，但依然受
到家长的欢迎。

另一个学生蕾蕾已经上五年级了，自己回家
完全没有问题，但她妈妈发现孩子并不开心。作
业上有不懂的，他们两口子也不懂，而且孩子做完
作业唯一的乐趣就是上网。所以这学期开学，蕾
蕾就被“委托”给托管班了。蕾蕾说，社区托管是
个“有趣的乐园”，不会的问题可以问老师，还有朋
友可以一起做作业，一起玩耍。

调查者说

大家说

？

12%13.7%

70%

14%

1000多个学生

在调研的1000多个学生中，
仅有13.7%的学生家长能在儿童
放学之前回到家，只有12%的儿
童参与过社区课堂活动，近70%
的儿童由老人或其他托管机构接
回做作业，近14%的儿童参与各
种补习班。

南京地区社区课堂的数量总体偏少，儿童参与率不高

45.2%

45.2%的孩子希望
能学习书法绘画

3%

只有近3%的孩子愿意
继续课内知识学习

放学后愿意继续课内知识学习吗？

21.3%的孩子愿意参
与文学欣赏活动

21.3%

30%的孩子喜欢进行一
些技艺手工类活动

30%

55.5%的孩子表
示愿意在放学后参与
社区课堂活动，尤其
希望能够学习计算机
基础（34.4%）、自然
与科学（32.8%）及手
工（29.5%）等知识，
与同龄人一起，加强
彼此之间的交流。

孩子参与社区课堂的意愿

55.5%

34.4%

32.8%
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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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莱州市城港路街道中心小学教师于雪倩：

社区托管是个“有趣的乐园”

四川省成都市天涯石小学昭忠祠分校校长黄彬：

场地师资课程 一个都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