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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刚刚开始，北仑工业社区
“假日学校”便立马开张了。

北仑区委两新工委、北仑区关
工委联合区教育局、总工会、流管
中心等部门，15 家工业社区“假
日学校”着手为近千名职工子女免
费提供学习课程，内容包括爱党爱
国、传统文化、法治科普、健康自
护、职业体验等教育实践活动以及
垃圾分类、慰问孤老等社会志愿服
务活动。

据统计，目前宁波“假日学校”
有 1200 余所，其中办在中小学校园
内近 200 所，办在社区活动中心和
村文化礼堂内超过 800 所，办在企
业内约 100 所。越来越多的社会主
体参与进来，为青少年撑起一把保
护关爱之伞。

目前，各地“假日学校”由各级
关工委和文明办牵头，统筹宣传、政
法、教育、文化、体育、卫生、工会、团
委、妇联、民企、红十字会、慈善总会
以及区县(市)、乡镇(街道)、村(社区)

等各级党、政、群团组织和企业共同
参与、共同发力。“假日学校”累计入
学青少年超过 12 万名，“小候鸟”超
过 1.5 万名。每年暑期，市关工委组
织慰问“假日学校”的志愿者和学
生，市体育局、市红十字会都提供物
资等方面的支持。

良好的机制，是办好“假日学
校”和提高办“学”水平的必要保障。
前年，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强
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意见》中，
明确了“假日学校”牵头领导、牵头
单位和配合单位。各区县（市）也专
题下文对“假日学校”建设提出明确
要求，部署落实组织领导、制度建
设、场地、经费保障、安全管理等各
项工作，建立起“区县（市）统筹协

调、乡镇（街道）牵头组织、村（社区）
企业具体实施”的三级组织领导机
制。

在此基础上，市关工委积极协
调政府相关部门共抓“假日学校”建
设，会同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
委、市妇联下发“假日学校”办学的
政策性指导意见，构建形成了政府
有关部门、群团组织和社会团体多
级多方联动机制，在调研、组织、协
调、教学、宣传、表彰等环节互相配
合，健全完善多方共抓机制，协力办
好“假日学校”。

具体来说，市级层面，重点规范
经费保障、场地保障、师资保障等关
键要素，明确办学基本要求；区县

（市）层面，重点对办学内容、教学组

织、安全管理等具体工作作出规范；
协会和“五老”团队层面，重点参与

“假日学校”的日常管理、课程设定、
教材编订和授课教学。

其中，市关工委根据每年开展
的主题教育活动，还组织专家专门
编订相应的教材读本和宣讲材料，
如《“红船精神”教育辅导读本》《宁
波革命斗争史读本》《宁波党史人物
故事选编》等；各区县（市）关工委主
要负责组织“假日学校”教学多年的
老教师，编订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教
学材料，并每年进行更新，注入新鲜
的元素，让青少年保持旺盛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

“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形势，我
们也将遵循‘急党政所急、想青少年
所需、尽关工委所能’的工作方针，
坚持以服务青少年、服务群众、服务
发展为办学宗旨，贯彻公益性、基本
性、便利性原则，围绕提质拓面，创
新特色，真抓实干，让老品牌不断焕
发出新的活力。”邵孝杰说。

完 善 建章立制推进
全社会力量一起来参与

眼下，暑假已近尾声。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就近就

便为青少年安排“快乐暑假”的“假日

学校”，成了社会各界称道的好平台。

区县 （市） 关工委统筹协调、镇乡

（街道） 关工委牵头实施、村 （社区） 和

企业管理“校务”、“五老”志愿者主体

教学、社会各界联动保障——作为我市

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金名片，“假日学校”

已扎根甬城基层整整22年，成了让孩子

开心、家长放心、社会称心的民生工程。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翟俊峰 叶丹妮 本版图片由市关工委提供

故事还得从上个世纪末说起。
1999 年，时任北仑区柴桥镇

关工委办公室主任的张鸿慈已是古
稀之年。那时，针对基层青少年校
外教育的薄弱点，省、市关工委系
统正全力推进青少年社区教育。张
鸿慈则把目光聚焦在社区教育条件
最薄弱的山区穷村——紫石小学所
在的紫石片十几个行政村。

作为“先吃螃蟹”的人，张鸿
慈一次次骑单车来到离家十余里的
小山村搞调查研究。他一边调研一
边与学校校长、教师和村干部沟
通，把上级指示精神和调研了解到
的情况向党委政府汇报，提出可行
的设想和建议。

1999 年 6 月，作为试点的龙泉
村建立了第一个村办的“青少年社
区教育活动中心”，按照“村为依
托，村校结合，多方联动，合力育
人”的办学模式，拉开了创办“假
日学校”的序幕。张鸿慈也被任命
为柴桥总校副校长兼教导主任，负
责全镇“假日学校”的具体运作。

但问题接踵而来。要给孩子们
上课，必须具有最起码的硬件条件
和经费保障，而当时的紫石片农
村，多是经济薄弱村，办学的场
地、基本设施、经费等都捉襟见
肘。

可是张鸿慈没有放弃，他一个
村一个村地做工作，四处“化缘
式”整合资源：学习活动场地缺
乏，就维修改造旧的公用房，要么
就直接借用老年协会；阅读书籍
资源缺少，由村出资购买，并和
图书馆、全日制学校协商签订协
议；活动器具短缺，就利用村内
现有的球场、健身器材和活动器
具，同时发动家长、学生自制自带

作为补充⋯⋯
硬件问题逐一得到了解决，可

师资问题又随之浮出水面。要知
道，执教“假日学校”难度大、工
作量多，光靠一个人是远远不够
的。考虑到紫石片内各村几乎没有
退休教师，张鸿慈通过离退休教师
协会发动柴桥镇内的老教师，跨地
域组织“五老”志愿者分别进驻各

“假日学校”任教。
张鸿慈更是带头义务任教，无

论严寒酷暑，大家总能看到他骑着
单车奔走的身影。直到后来，同事
们才得知，就在张鸿慈为创办“假
日学校”而忙碌奔波的日子里，他
的老伴被确诊为癌症，他本人患上青
光眼，而他的大儿子也被确诊为肺
癌。不久后，儿子、老伴相继去世。

即使如此，张鸿慈仍不忘工
作，在自己不得不住院的日子里，
还多次打电话给街道、村、社区和
学校询问商量“假日学校”等事
宜；甚至在含泪送别亲人后，还是
强打精神，从悲痛的阴影中走出
来，继续为“假日学校”奉献余
热。

“‘五老’志愿者的精神让人
钦佩。可以说，没有这样一群‘终
身为了孩子、终身献身教育’的热
心老人，就不会有后来‘假日学
校’的稳步发展。”宁波市关工委
相关负责人说。

直到如今，像张鸿慈这样默默
奉献的“五老”志愿者，依旧是

“假日学校”里的中流砥柱。他们
不仅承担了“假日学校”的组织管
理、服务保障工作，也是各类宣讲
活动、实践活动和文化课程、艺术
课程的中坚力量，始终实践着“一
切为了孩子”的诺言。

缘 起 一切为了孩子
一名古稀老人的筚路蓝缕

7月下旬，早上不到9点，新六年
级小学生赵晨翔就近来到奉化区莼
湖镇桐蕉司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参加
村里开设的暑期“假日学校”。上午是
手工课，有专门的老师手把手，教小
朋友如何“做一朵红花献给党”，教育
引导广大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

“做暑假作业、做手工、了解交
通安全知识、画画⋯⋯3 天下来，感
觉很有意思，开心！”虽说戴着口罩
说话有点不太方便，但赵晨翔还是
乐呵呵地为“假日学校”点赞。

如今，“假日学校”已经覆盖了
全市所有乡镇（街道）和大部分村

（社区）。和价格不菲的“托管班”相
比，“假日学校”一般依托的是村（社
区）的活动室或者一些园区企业的
活动场地，并且采用纯公益模式组
织社会各个层面的志愿者提供优质
课程，一方面可以减少家长对于孩
子假期安全的担忧，另一方面还能

补齐基层校外教育的短板。
据宁波市关工委负责人邵孝杰

介绍，“假日学校”已从最初的托管
为主、文化课辅导为主，发展到如今
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开花。各地以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将知识性、
实践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着力在
开拓创新办学模式上下功夫，让更
多孩子可以就近就便欢度假期。

党史教育、安全教育、法治讲
座、环保知识讲座、趣味文化课教
学、手工制作、科学探索、暑期作业
辅导、书画、舞蹈⋯⋯各地按照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青少年的原

则，精心设计一堂堂个性化的课程，
力求实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
劳动教育的有机结合，力求寓教于
乐，使孩子们增长才干。

除了“五老”以外，大学生志愿者
尤其是本地高校的大学生或返乡大
学生、在职大中小学教师志愿者以及
具备专业职能的各机构、各部门工作
人员也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与

“五老”志愿者形成优势互补，提供更
为多元的课程内容，每年为“假日学
校”服务的志愿者超过16000名。

与此同时，近两年市关工委重
点推进“关爱青少年 圆梦村礼堂”
项目，利用遍布全市的村文化礼堂开

展爱国主义、传统文化、法治科普、才
艺技能、健康自护等教育活动，以及
环境整治、劳动体验、义卖义演、扶贫
帮困等志愿服务活动，使“假日学校”
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7 月底，北仑区新碶街道大港
工业社区“假日学校”迎来了两位教
授英文的“洋老师”。他们是大港工
业社区的服务企业——美博集团的
外 籍 高 管 ，分 别 是 来 自 意 大 利 的
Giovanni Belleri 和 来 自 土 耳 其 的
Erdem Ozturk。

“我９月份就要上三年级啦，感
觉英语课好有趣！”“对啊对啊，很活
跃，我们喜欢这样的氛围。”武奕辰、
李怡宁等小朋友一下课就凑到助教
老师身边，抢着“汇报”课堂体验。

办学质量是“假日学校”的生命，
也是广大热心志愿者一直努力的方
向。如今，很多地方不仅在暑假，平时
双休日、节假日也开办“假日学校”。

发 展 精心定制课程
补齐基层校外教育短板

品牌起步
1999 年 北仑
受惠对象
入学青少年超过 12 万名，

“小候鸟”超过1.5万名。
志愿者类型

“五老”志愿者、学生志愿
者、在职大中小学教师志愿者以
及各专业职能机构、各部门工作

人员等。近两年，每年为“假日
学校”服务的志愿者有 16000 多
名。

覆盖范围
覆盖全市所有乡镇 （街道）

和大部分村 （社区） 以及部分工

业 企 业 ， 年 均 1200 余 所 。 其
中，办在中小学校园内近 200
所，办在社区活动中心和村文化
礼堂内超过 800所，办在企业内
约100所。

经费投入

在财政经费压缩的情况下，
近年来每年各级各方筹集办学经
费超过1200万元。

社会反响
这是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社会称心的民生工程，作为关心
下一代工作典型经验在全国推
广，得到了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
莲的充分肯定。

宁波“假日学校”品牌名片

“假日学校”扎根甬城基层二十二载
就近就便，助力青少年成长

新
闻
多
一
点

北仑区小港渡头董社区北仑区小港渡头董社区
““五老五老””志愿者邵国裕手把手志愿者邵国裕手把手
教小朋友做龙舟模型教小朋友做龙舟模型。。

镇海区关工委请老战士宣讲团成员陈伟高讲述革命烈士的故事。 鄞州区东城社区关工委组织青少年清理台风过后堆积的残枝和垃圾。

镇海区“五老”志愿者顾祝雄指导孩子组装手工模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