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2%受访青年都给父母过过生日

其中49.4%受访青年每年都会

值得一提的是

4.1%受访青年没给父母过过生日

0.7%受访青年不记得父母生日

送礼物和发红包是较为普遍的方式
许多受访青年会发短信、微信或电话给
予祝福

35%受访青年会送鲜花

27.2%受访青年

会送体检套餐等

19.5%受访青年

会送文娱礼物
如电影票、旅游套餐

调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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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青年送给父母的礼物
最常见的是衣物、食品和饰品

你记得父母
的生日吗？你会
给父母过生日
吗？

近日，中国
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通过问卷
网，对1515名青
年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95.2%
的受访青年给父
母 过 过 生 日 ，
95.8%的受访青
年表示父母需要
有这种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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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托管要“健康+”
不要“学期+”
■ 胡浩

这个暑假，多地开展“官方”的托管服务一石
激起千层浪，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近日，教育部就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召开
新闻通气会。就在同一天，国家卫健委也就暑期
做好学生近视防控召开发布会。两个部门的两场
活动，恰恰串起了家长们的喜与忧：支持暑期托
管，却又担心如果托管仅仅是把孩子们继续“圈”
在教室围墙之内，会让暑假成为枯燥无趣的“第三
学期”，不利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对于众多双职工家庭来说，暑期托管无疑是
个好消息。往常每到寒暑假，父母们要么把孩子
送给老人看管，要么只能送到形形色色、良莠不齐
的校外培训或托管机构，不仅加重家庭经济负担，
还要担心机构是否规范、有无安全隐患等问题。
作为解决家长“痛点”的政策创新，“官方”开展暑
期托管被寄予厚望。

开展暑期托管服务，是一件民生好事，关键是
如何把好事办好。让孩子们度过一段轻松愉快而
又有意义、有营养的时光，是假期的应有之义。高
质量的暑期托管服务不是简单延长学生在校时
间，而应彰显趣味性，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增强校
园生活吸引力；体现交互性，在灵活自主的交往中
促进社会情感学习；倡导综合性，突破学科、教室、
校园壁垒，引导学生学会解决真实情境中的复杂
问题。

暑期托管是新生事物，要在实践中结合学
校实际和师生需求，逐渐探索形成丰富多彩的
托管服务经验和模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家长们更放心、孩子
们更开心。 （据新华社电）

近五成受访青年每年都给
父母过生日

今年7月11日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学生邓丕焕22岁的生日。“父母每年都记
着我的生日，他们会在我生日这天准备一
顿美味佳肴。”邓丕焕说，他和父亲的生日
仅相差一天，因此也养成了为父亲庆祝
生日的习惯，不过有时却会忘记母亲的
生日。

调查显示，95.2%的受访青年都给父
母过过生日。近五成受访青年每年都给
父母过生日。海南中学三亚学校教师林
德武认为，能否记住父母的生日与孩子的
年龄有一定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
的责任感和感恩意识会逐渐强化，自然而
然会表现出对父母的关爱，也会开始有意
识地牢记并庆祝父母的生日。有调查显
示，大学生记住父母生日的比例，要远远
高于中小学生。

海口“90后”护士王曼婷认为，华而
不实的礼物容易遭到父母的“嫌弃”。礼
物选择要考虑实用性和父母的喜好。“我
父亲喜欢喝茶，我会送给他茶叶或茶具，
给母亲一般买护肤品或衣服。”

很多父母收到礼物后，会让子女不要
乱花钱，但更多的还是惊喜、开心，还有不
少父母会发朋友圈、抖音展示以及和朋友
同事分享。

“上学时，我没有什么收入，父母生日
时大多是发短信、微信或通过电话祝福。”
去年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毕业的王铭川
说，工作后他给父母送的生日礼物大多是
电子产品，比如扫地机器人、按摩仪等。

“父母不太了解科技产品，也舍不得
买。我拿回家后，他们虽然嘴上抱怨，但
是其实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王铭川说，

“妈妈今年过生日时，我给她买了一台平
板电脑和一个生日蛋糕。收到礼物后，她
开心地在朋友圈连发了好几条信息。”

不少家长纷纷表示，收到孩子精心准

备的生日礼物会感到欣慰和幸福。“其实
就算没有礼物，孩子说一声‘生日快乐’，
我就心满意足了。”王铭川的母亲说。

“因为离家较远，我会给父母提前准
备好生日礼物。”在深圳工作的定安女孩
小妮说，“父母总说他们不需要礼物。其
实，我买的生日礼物他们一直都在使用。”

日常生活中，父母给子女过生日较为
常见，子女给父母过生日的现象也比以前
有所增加。“子女给父母过生日，能够给双
方都带来幸福感和仪式感。”三亚市吉阳
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负责人、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任重说。

走心陪伴、保持沟通，让亲
子关系更和谐

正值暑假，一些宅在家里的大学生表
示，放假在家，他们和父母的相处并没有
想象中那么愉快。“我一年就放假回家两
次，按理说应该是母慈子孝，可没过几天

就鸡飞狗跳。”在吉林上大学的大三学生
徐琨说。暑期，他回到定安老家后，由于
生活作息不规律、与家人沟通少等原因经
常被父母“嫌弃”。

令徐琨意想不到的是，他亲手准备的
一顿晚餐让父母的“唠叨”少了许多，“7月
13日是我妈妈的生日，我在家里准备了一
顿晚餐。饭桌上，除了给妈妈庆祝生日，
我还和父母谈起自己的校园生活。”此后，
徐琨明显感觉自己和父母的争执少了，“和
父母保持沟通、学会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
和精神需求，矛盾自然而然就化解了。”

“交流和理解是化解家庭矛盾、增进
亲子关系的‘绝招’。”在林德武看来，给父
母过生日虽是一件小事，却能培养孩子对
父母的感恩之心，是子女与父母之间增加
交流、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孩子在父母
生日通过微信语音或电话表达爱意，能给
父母带来很多感动。家庭成员可以借助
庆祝生日这种方式，营造温暖的家庭氛
围，更好地巩固和加深亲情陪伴和交流。

调查显示，近五成受访青年每年给父母过生日

你记得父母的生日吗？

快言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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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共有40多万名中小学生。如
果要把暑期公益托管服务延伸到全市范围，
考虑到场地、人员等因素，我认为最可行的
方法还是依托社区、学校资源来开展。这
样让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益托管服
务，免去家长来回接送的奔波之苦。”张岩
说，他曾到上海、杭州等地调研学习过当地
的暑期托管服务，“这些城市基本就是依托
社区开展暑期托管活动，不仅能给孩子提供
全天的托管服务，中午还能提供午饭，很受
家长欢迎。”

共青团海口市委志工部部长欧阳资介
绍，该部门计划选取6个试点从7月中旬开
始开展暑期公益托管。“6个试点中，1个位
于海口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其余5个都在
社区，每个试点可托管30—40名孩子。我
们将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和老师，为学生提
供基础托管以及书法、手工等公益兴趣课
程。每天的托管时间和大部分单位的上班
时间基本一致，充分满足双职工家庭的暑
期托管需求。”

多数受访者认为，要拓宽暑期公益托管
覆盖面，需要政府加大投入。“我们目前选定
的5个试点社区中，每个都需要购置一批桌
椅，满足孩子的学习需求。有的社区活动中

心没有空调，也需要采购。厕所不够的，要
安装移动厕所。正式对外开放前，还要对每
个试点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所有有棱
角的地方要包起来，防止孩子意外受伤。”欧
阳资表示，据初步测算，每个社区暑期托管
试点的投入约四五万元。

《通知》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学校积极承
担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工作，地方教育部门和
学校要积极引导和鼓励教师志愿参与学
生暑期托管服务。对此，海南师范大
学教育学院教授段会冬认为，如
果要依托学校和老师为主体开
展暑期托管服务，首先要明
确学校及参与托管服务人
员的安全责任范围，否则
学校可能会对开展暑期
托管有畏难情绪。其
次，老师在暑期也需要
时间休息，在教研培训
方面下功夫，才能在下
学期为学生带来更高质
量的授课。因此，要统筹
合理安排教师志愿参与托
管服务的时间，保障教师合
法权益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不过，接受采访时，以上这些机构的相
关负责人也表示，虽然他们的公益课程和活
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由于教学资源有限，
这些课程和活动还远远不能满足家长们的
需求。

“为了让更多学生享受到公益课程资
源，馆里规定每个学生只能在暑期10个培
训班中选择1个。所有课程都要提前在相
关微信公众号上抢课，先到先得。”王婷说，
以前她上课时，原定40名学生参加的舞蹈
班，常常又多出20多名“蹭课”的学生。

据了解，海口市群艺馆公益课目前的覆
盖范围以周边居住群众为主，远远无法满足
全市居民的需求。

海口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暑期公益户
外活动一直很抢手，但是每个孩子只能选择

两场活动参加。“今年暑期，该中心公益夏
令营的名额在微信公众号上一放出来，近
千个名额20分钟内全都被抢光。后来，该
中心又放出来一批补报名额，我们才报上
名。”海口市滨海九小学生家长汪女士说。

此外，暑期课堂的学生安全问题让一
些主办机构感到压力。据了解，海口市群
艺馆、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师每次上课前都
会点名，确定学生到场情况。下课后，要求
家长来把孩子接走。如果下课后家长还没
来，老师会把孩子带到保安室等待。

公益课堂和活动中的安全问题也不容
忽视。“我们中心购买了场地险。每次户外
活动，我们都会给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员购买
活动意外险。”张岩说，虽然提前购买了保险，
但是工作人员心里的弦一直都是紧绷的。

暑期孩子“看护难”，困扰着许多家庭。日前，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支持探
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引导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积
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工作。近日，海南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联合下
发文件，决定自今年起在全省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切实破解学生暑期“看护
难”这一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近年来，海口市群众艺术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机构在暑期推出公益课
程和公益户外活动，让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暑期有了好去处。暑期公益托
管应该怎么“托”？如何“管”？海南日报记者近日对此进行调查采访。

“同学们，我们先来练习绷脚。脚背绷
紧，脚尖用力下压……”近日，在海口市群艺
馆的舞蹈室内，40名身穿舞蹈服的学生在
老师王婷的带领下，认真复习上节课学习的
舞蹈基础动作。

海口市龙峰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刘子
萌（化名）是学员之一。“暑假到了，我们都要
上班，孩子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听说这里
有免费的舞蹈班，我就赶紧给孩子报名。”刘
子萌的母亲谭女士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海口
市群艺馆的舞蹈室空间大，老师教得很认
真，“今天是第二节课，孩子上得很开心，我
们也很满意。”

“今年暑假，我们一共推出少儿美术、扬
琴、英语口语、毛笔、二胡等10门免费公益
课，从7月5日持续开展到8月底。”海口市
群艺馆馆长吴圣彪介绍，从2011年起，该馆
已连续10年推出免费公益课程。该馆平时

的公益课程针对老中青所有年龄段人群。
到了暑假，集中所有资源重点打造少年儿童
公益课堂。

除了海口市群艺馆，海口市青少年活动
中心这个暑假也是热闹非凡。仅7月10日
—11日这两天里，该馆就推出篮球、乒乓
球、跆拳道、美术、口才培训等30多门公益
课。

除了室内公益课，户外公益活动也是该
中心暑期课堂的一大亮点。“今年暑期，共青
团海口市委联合我们中心举办‘领巾飞扬欢
乐一夏’暑期公益夏令营活动，本月开设10
场免费公益活动。我们将带领孩子们到省
博物馆、省史志馆参观，到120急救中心学习
急救知识，到‘海巡21’轮船艇参观等。”海口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张岩说，希望通过这
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
又难忘的暑假。

户内课程＋户外活动，暑期公益课丰富多彩

课程一抢而空，供给无法满足需求

拓宽公益托管覆盖面需加大投入

相关链接

我省暑期托管
坚持公益普惠原则
不得强制教师、学生参加

近日，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联合下发文
件，决定自今年起在全省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工作。

该文件明确了暑期托管的几项基本原则。首
先，暑期托管要坚持公益普惠性原则，各地可参照
课后服务相关政策，采取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
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但实行服务性收费或代
收费的，要按照公益性原则合理核定收费标准，并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予以减免。此外，要坚持教
师志愿、学生自愿的原则，不得强制教师、学生参
加，同时要对参与教师给予适当补助，并将志愿服
务表现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根据要求，各市县要组织摸排、充分调研本地
有暑期托管需求的学生数量、服务需求和资源条
件，科学选定开展服务的机构，优先考虑交通便
利、设施设备齐全、安全的学校、青少年宫、青少年
活动中心、社区活动中心等开展服务。

暑期托管服务以基本看护为主，合理提供其
他服务，确保学生得到充分休息。试点学校和机
构应开放教室、图书馆、运动场馆等资源设施，重
点提供体育、劳动教育等活动，但严禁组织学科培
训、集体补课、讲授新课等活动。

根据文件，各地将指导试点学校和机构建立
健全暑期托管服务的安全管理制度。试点学校
和机构要为所有参与暑期托管的学生和服务人
员购买保险，所需经费由市县（区）财政补贴或
家长承担。 （徐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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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海口市青

少年活动中心公益课堂学习
书法和打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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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慧玲

孩子们在海口市群艺馆上暑期
少儿舞蹈公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