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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张玉胜

在教育部11月25日召开的新闻通气

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小学校落实陪

餐制度覆盖率目前已达到98.4%。

“校长陪餐”一直被视为确保师生舌

尖上的安全的关键一招。高达98.4%的中

小学校落实了相关负责人陪餐制度，说明

这一制度已被广泛认可。不过，校长陪餐

不但要全覆盖，更要强实效。其中，首先

要解决的就是厘清校长陪餐究竟该陪什

么的根本问题。

安全责任。校长陪餐，就是用校长

“以身试餐、风险共担”的方式，来倒逼学

校重视食堂饭菜的质量，确保校园食品安

全。这实际上也是在强调校长对校园食

品安全负有第一责任。只有明白这一点，

才能不折不扣地履好职、陪好餐，切实把

好食品安全关。由于饮食安全涉及食材

采购、贮存、加工、供应等诸多环节，因此

陪餐的安全责任不能仅仅止于末端的吃，

而应当前置到明厨亮灶的每一个细节，尽

可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营养责任。校长陪餐的重点既在

“餐”，更在“陪”。也就是在亲口尝一尝

的基础上，还要履行好对饭菜质地、数

量、滋味等的检查、监管、督导、记录责

任。陪餐过程就是现场把关、实地调研、

查漏补缺和思索改进的过程。幼儿园孩

子和中小学生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节

点，吃得饱、吃得好缺一不可。这就要求

孩子们的膳食搭配合理、营养充足。因

此，陪餐者不但要加强对学生成长规律、

健康需要、营养需求等知识的学习，懂些

营养常识和饮食科学，还要善于观察，及

时发现问题。

育人责任。教书育人是学校须臾不

能偏离的办学宗旨。学校食堂的主体是

学生，校长陪餐既是为校园食品安全把

关，实际上也为其育人提供了一个平

台。孩子们平时难得见校长一面，校长

陪餐无疑有助于提升学校领导的“亲民”

形象。陪餐者既可利用边吃边聊的机会

了解学生们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顺势

开展交流谈心与价值引领，也可针对学

生们存在的挑食、浪费等不良习惯，进行

饮食常识、身体健康及勤俭节约等方面

的教育。

确保校长陪餐制度的责任落实，还需

相关配套举措的跟进与监管。比如，公示

陪餐信息，接受师生监督；做好陪餐记录，

通报陪餐制度落实情况和监管改进效果；

由家委会参与食堂安全与营养健康的管

理和监督等。

“校长陪餐”要全覆盖更要强实效

12月2日是全国交通安全日。海盐县公安局武
原派出所邀请当地儿童青少年走进公共安全防范体
验馆，零距离学习各类安防知识。在现场，工作人员
给小朋友讲解交通安全常识，教他们学习交通指挥
手势，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安全文明出行意识。图为
武原中心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试戴安全头盔。

（本报通讯员 沈 晖 摄）

“小交警”学指挥

□本报记者 舒玲玲

前不久，常山县天马第二中心

小学校长拿着一份带红头的活动

通知找到了县教育局教育科，询问

某公益讲座活动是否正规。经反

复核查确认，该公章竟然是PS上

去的……

“所有申请备案审批的活动都

必须来人、来电。”教育科科长陈文

军说，光有红头文件是不够的，规

范进入中小学的活动，必须在源头

上把好关、守好门。常山称这样的

把关活动为“净化校园”行动。

2019年是常山的“基层减负

年”。县教育局局长洪永海早在去

年便提出要给学校减负、为教师松

绑。其中，就包括要切实减轻学校

师生的非教育教学工作负担，清理

规范进校园活动和“小手拉大手”活

动，杜绝各类商业App进校园等。

今年7月，省教育厅出台意见

要求全面规范各类进校园活动后，

常山的清理力度就更大了——9

月，该县进一步清理出37项涉校非

教学进校园活动，最终纳入课程2

项、保留15项、取消20项；10月，

正式发布进校园活动准入和备案

审核制度的通知。

“原本我们遵循省教育厅提出

的不超过5项进校园活动的要求，

打算采取‘3+2’模式。”陈文军告诉

记者，后来局党委会提出要允许学

校从自身需求出发，适当选择机动

项目，由此便形成了常山县规范进

校园活动的“3+2+N”模式。其中，

“3”是指“安全教育进校园”“五水

共治、垃圾分类进校园”“武术进校

园”3个必选项目；“2”是指学校可

以从清单剩余的12项活动中任选

2项；“N”则代表学校可以根据需

求自选N个机动项目，报县教育局

审批通过即可。

过去，各类名目繁多的进校园

活动牵扯了学校和教师太多的时

间和精力，教师有苦难言，校长疲

于应付。活动精简后，教师们不仅

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教科

研工作上，而且能将进入校园的活

动策划得更加细致周全。

湖东中心小学校长段俊对此

深有感触。在他看来，自从开展规

范整治后，进校园活动数量虽然下

降了，质量却明显提升了，真正实

现了从“多而乱”“繁而杂”向“少而

精”“灵而活”转变。结合校情，该

校选择了“家庭教育”和“宋诗”两

项进校园活动。语文教师汪水娇

说，往年大家应付各类活动人手不

足、能力不够，既耽误正常教学，又

没能把活动办出彩，现在这两个问

题都解决了。

近期，常山县第一小学就主动

申报了“科技月”进校园项目。相

关负责人说，往年学校也开展了

“科技月”活动，效果比较好，“刚好

科技又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与往

年侧重展示学生的科技作品不同，

今年该校主动与县科协合作，引进

专业科技人才和先进科技设备，极

大地提高了“科技月”活动的档次

和科技含量。

除树叶贴画、航模制作、无人

机展示等传统项目外，常山一小今

年还新添了机器人展演、琥珀制

作、建高塔等项目，多方位启迪学

生的创新思维，极大地提高了学生

的科学素养。作为“科技月”活

动的讲解员，602中队学生黄

可欣在一次次热情的讲解中，

对磁阻尼等科学知识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

此外，常山县还将每年常态化

开展的活动纳入课程，以课程形式

固化下来。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校园活动的内容早已被编进

教材《德育微课程》外，该县还将心

理健康教育和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工作两项活动纳入学校常规课

程体系中。在阁底中心小学，近视

防控内容已经融入安全课，每周三

中午由各班班主任组织学生学习。

“常山在规范进校园活动方面

起步早、步子大，形成了自己的模式

与经验，为其他县（市、区）开展进

校园活动提供了借鉴与参考。”衢

州市教育局学生发展处副处长廖

建丽说。为杜绝任何不利于学生

发展和学校减负的违规活动进入

校园，衢州各县（市、区）还建立了

专门的钉钉群，遇到备案审核中把

握不准的活动，及时进行线上交流

与讨论，真正实现“优”进“劣”退。

数量少了 质量高了

常山为进校园活动筑“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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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沈冰珂

11月22日，由兰溪市委宣传部主

办的“文化礼堂集市”活动来到了兰江

站，现场轻歌曼舞，热闹非常。兰溪市

社区学院老园丁艺术团带来的一支支

舞蹈尤为出彩，博得了在场观众的阵

阵掌声。

老园丁艺术团成立于去年6月，现

有成员50余人。艺术团负责人，来自

兰溪市教育局教师离退休协会的徐金

土介绍，该市有退休教师2800余人，了

解到不少退休教师热衷于公益事业，何

不为他们搭建一个平台？倡议很快发

出，鼓励70周岁以下、热心公益、有奉

献精神、具备一定艺术基础的均可报

名，这吸引了不少退休教师。没过多

久，一个像模像样的“草台班子”就搭建

了起来。该市教育局拨出30万元经

费，用于添置服装和设备。

眼下，艺术团已粗具规模，有舞蹈

组、合唱组、器乐组、创作组、后勤组，

建有排练室、合唱室，添置了各类服

装、道具、音响等。

徐金土感慨地说，一群业余的退

休教师带来了一场场堪称专业的演出，

这背后离不开他们每一个人的奉献和

坚持。舞蹈组有24名成员，按照约定，

每周要排练3次，每次1.5小时。一年

多来，不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几乎人

人都能按时参加。大多数成员没有舞

蹈基础，又都上了年纪，有些动作学起

来比较吃力，但她们毫不含糊，一遍遍

跟着学，一点点地去纠正。

“一些新的舞蹈，都是我自己从网

上找来先学会的。”退休教师成琴芳是

舞蹈组组长，她先自己学，再教给组

员。从她自己学会一支舞蹈的基本动

作，到想尽办法让全组每个人都熟练

掌握，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难度虽大，

却没有一人中途放弃。通过不懈的努

力，艺术团创作、排练了《茉莉花》《绣

红旗》《扫黑除恶快人心》《五水共治气

象新》《我的祖国》等10余个节目。舞

蹈组里69岁的退休教师王根英，还负

责艺术团演出道具、服装的采购工

作。为了节省经费，她在采购时费了

不少心思，把省下来的资金用到其他

更需要的地方去。“大家齐心协力，把

节目排练好，把事情办好，最后顺利演

出，很有成就感。”

器乐组有16名成员，每周排练1

次，要做到能独奏，还能给舞蹈配乐。

负责器乐组的退休教师钱海军不仅自

己会吹拉弹唱，而且把乐队管理得有

声有色。

截至目前，艺术团已表演了20余

场，在兰溪市“全民读书活动”、慈善日

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及

金华市老年运动会开幕式等大型活动

现场，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艺术团

还深入乡镇、社区、农村学校巡回演

出，弘扬正能量，传播好声音。“有了这

个银龄艺术团，退休教师们既丰富了

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又为兰溪的文

明建设奉献了余热，可谓一举两得。”

徐金土说。

兰溪有个老园丁艺术团

浙商大
“五当代”专题报告会有点潮

本报讯（通讯员 傅鸿洲）11月27日下午，浙江工商

大学通过一堂形势与政策课，向师生们宣讲了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

这是该校独创的“五当代”专题报告会，即以当代政

治、当代经济、当代法律、当代科技、当代文化教育等5个

专题，使高校思政实践教学更有效。学校每年会面向大

二、大三学生开设6～8个专题，以满足不同学科、专业学

生的需求。专题报告会结束后，还会整理成文章，并用图

文结合的形式编辑出版。

“‘五当代’报告不仅提升了任课教师的综合素质，更

重要的是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校思政教育是一

个很好的补充。”浙商大党委书记金一斌表示，接下来将

以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为重点，加强“五当代”教育体系的

管理和考核，保障课程效果，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时代责任

和历史使命。

萧山为遂昌
量身定制送教

本报讯（通讯员 叶艳景 蓝月琴）近日，杭州市萧

山支教团队的5位教师前往遂昌县新路湾镇中心小学，

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定点支教工作。

现场授课、观摩研讨、听课评课、个别交流……支教

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除新路湾小学的教师外，遂昌

县北部片区4所小学的校长及县小学数学学科工作室的

全体成员也参加了本次活动。一周下来，当地教师的教

育教学理念得到了更新，受益匪浅。

“根据我们的需要，与萧山区提前对接学校和课程，时

间、学科、支教队伍都是量身定制的。”遂昌县关工委负责

人雷巧菁说。据介绍，2012年，杭州与遂昌结对启动了教

育扶贫工作。8年来，杭州各区轮流为遂昌送上教育大

餐，每年都会有一所学校和全县一门课程的教师受益。

近日，浦江县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流动少年宫”走进
大溪中心小学，孩子们有序参观体验编程无人机、智能机
器人等科普仪器，让他们大开眼界。图为学生在体验智
能机器人。 （本报通讯员 倪飘飘 摄）

藏族娃有了“湖州妈妈”

本报讯（记者 陈蓓燕 通讯员 费文毅）11月24

日，由湖州市人大机关、各区县人大组成的10个人大“代

表妈妈”爱心团走进湖州市菱湖中学，与该校50名西藏学

生结对。

在结对仪式上，该校西藏班学生为“湖州妈妈”们敬

献哈达，“湖州妈妈”们也为西藏班学生送上了爱心礼包，

并勉励他们要心怀祖国、发奋学习，为西藏和祖国的发展

建设、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尽一份力。

据悉，开展关心关爱西藏学生“代表妈妈”爱心团队

结对工作，是该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一项内容。接下来，“代表妈妈”爱心团将围绕共同参与

学校活动、组织参观学习、联系对接具体帮扶、特殊需求

学生“一对一”结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工作，帮助西藏学

生了解湖州、融入湖州，在湖州这个第二家乡更好地学

习、生活和成长。

菱湖中学是我省唯一一所面向西藏招收插班生的普通

高中，2002年至今已累计为西藏地区培养了964名高中毕

业生。在此次结对活动开展前，湖州市教育局还联合该市

卫健委、文化广电旅游局、体育局、邮政管理局、红十字会等

部门，针对西藏学生就医、兴趣班、包裹邮递等实际需求推

出了相应的服务举措，尽力满足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