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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蓓燕

白煮对虾26克、虎皮鸡爪43

克、蒜蓉高山菜 45克、米饭 165

克。这是温州大学统计学专业新

生小唐近日的一顿晚餐，“我的晚

餐热量没有超标，价格更是实惠，

学校的新食堂太吸引人了”。

自9月底我省高校启动“坚决

制止餐饮浪费行动”以来，各地各

校立即行动起来，创新方式、加强

引导，初步营造了“浪费可耻、节

约为荣”的良好氛围。借助“黑科

技”，一些高校更是积极开展光盘

行动，助力师生减少不必要的浪

费，让节约理念真正内化为一种

自觉行为。

亿源智慧餐厅就是温大为

倡导光盘行动而开设的。走进

餐厅，记者发现相比传统食堂，

它更像是一个星级酒店的自助

餐厅，设有蔬菜、甜品、点心等多

个食品区。里面仅有少量工作

人员负责巡查和添加菜品，取餐

由师生自主进行，收费则交给了

计算机系统。

“每个餐盘上都有一个二维

码，完成首次手机绑定后，每餐吃

了什么、花了多少钱，都会推送到

手机上。”几名大学生给记者作了

演示。只见他们把餐盘放在想要

取用的菜品感应区前，夹菜之后，

菜品旁对应的液晶显示屏就会立

刻显示所取菜品的重量、价格等

信息。而且15分钟内，系统会根

据选择的菜量和菜价，自动结算

这一餐的费用，所以不用再去排

队结算。

类似的智慧食堂在浙江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也有一个。今年暑

期，该校对校园内的南区食堂进

行了升级改造，还根据疫情防控

常态化需要，增设了快速取餐

线。“取餐时自动感应并称重计

费，离开后自动扣款，不用排队，

甚至不用出示支付码和刷脸，吃

饭也变得这么智能。”几名大学生

自豪地说。

该校分管后勤的副校长徐永

春告诉记者，高校开展光盘行动

不能只是简单地喊口号，而要引

导学生自觉自发地践行“光盘”。

在这一点上，借助科技打造的智

慧食堂，倡导按需取用，有利于从

源头上减少食物浪费。

倡导按需取量、按量计价的

就餐方式后，温州肯恩大学一号

食堂取得了立竿见影的节约成

效。以前，食堂按菜品计算价格，

菜量多少往往根据打菜师傅的习

惯。这学期专门推出自选称重窗

口，让师生根据自己的饭量称重

打菜，尤其受到饭量较小的部分

女性师生欢迎。据统计，该校一

号食堂原本一天产生65~75千克

的餐厨垃圾，如今最低的时候已

下降到一天40千克。

与此同时，大数据也在助力

不断优化餐饮服务，包括菜品的

优胜劣汰。“这段时间，南瓜粥、小

米粥的用量都很小，虾、西蓝花、

番茄炒蛋的用量却很大。”温大

智慧餐厅经理徐皓说，所以最近

正考虑把排名末几位的菜品淘

汰掉，再从备选的菜品库中选出

新的菜品供师生选用。目前，备

选菜品库有360道菜，以后还会

增加。

在继续完善智慧食堂的同

时，温大还借助大数据掌握了今

年大一新生的BMI值（身高体重

比），将BMI值超过正常范围的学

生吸纳到学校健康享瘦俱乐部。

由体育与健康学院学生体质健康

中心的专业教师为他们量身定制

运动减重计划，制定营养餐食谱

等。新生小唐说：“老师清楚地为

我标注了每天要消耗和摄入的热

量。现在去食堂吃饭，我会特别

关注菜品的热量。”

前不久，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两名学生自主研发的“光盘提醒

神器”开始在学校餐厅试运行。

“在餐厅的椅子上贴上一张纸片，

当吃完饭离开时，会立即发出‘光

盘行动，从我做起’的声音。”发明

者之一、电子信息学院大三学生

何海兵说，他们是受到了轿车安

全带提示音的启发，后来在老师

的指导下仅用一周时间就完成了

研制工作。

在杭电，这样的节约宣传“黑

科技”还不止一样。计算机学院

李黎教授团队设计了另一款提醒

工具——数字水印隐形码。外表

是一张宣传纸，纸上有一幅农夫

耕牛图，使用微信相应的小程序

对着耕牛图拍一张照，小程序方

框里会立即出现“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的字样，同时手机上还

会响起杭电学生自创的“光盘”歌

曲。在杭电团委书记王秋兰看

来，这样有科技含量的光盘行动

宣传非常给力。

光盘行动，高校用上“黑科技”

□胡欣红

近日，一则“支教老师让学生用劳动

换捐赠物”的消息冲上了热搜榜，赢得了

公众的赞誉。

广西巴马支教教师杨非凡经常收到

来自全国各地的捐赠物品，为了合理分给

每个孩子，他在学校办起了爱心超市，并

印制了校园“货币”。每个想要捐赠物品

的孩子，必须通过劳动换取酬劳，然后拿

自己挣到的“钱”去换取或租借物品。

“不患寡而患不均。”如何合理分配爱

心人士捐赠的物资，虽然不是什么大事

情，但确实容易引发诸多问题。杨老师

的创意，不仅妥善解决了这个难题，还传

递了深层次的教育意义。把劳动课和靠

劳动获取捐赠有机结合起来，契合了当

下大力倡导劳动教育的形势，能从小培

养孩子的劳动意识，有助于他们养成多

劳多得、热爱劳动的好品质。劳动最光

荣，明白劳动的意义自然会更珍惜现在

所拥有的东西。

扶贫先扶志。给贫困偏远地区的孩

子捐赠物资固然是扶贫的应有之义，但也

要提防部分孩子滋长出“我弱我该得”的

思想，认为接受捐赠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用劳动换取礼物不仅可以避免分配不公，

还能教育孩子靠劳动获取自身所需，避免

其出现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用劳动换捐赠物资有

效顾及了受捐赠者的尊严。弱势群体接

受捐赠，固然体现了社会的温情，但也有

一些受捐赠的人会觉得有失尊严。孩子

们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捐赠物资，不仅淡化

了“被赐予”的色彩，还能增添其内心的满

足感、成就感，可谓善莫大焉。

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成人，然后是成

才。让学生用劳动换捐赠物资，在帮助孩

子的同时，还教他们如何做人，对孩子的

人格形成影响巨大，不能小看这种教育。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得到的捐赠物

资是有形的，而在劳动中的受益是无形

的，这样的影响很可能伴随其一生。

其实，不只是贫困偏远地区，条件好

的地方也可以借鉴。随着经济发展和物

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家长对于孩子物质方

面的需求大多会尽可能予以满足，越来越

多的孩子已经体会不到“一丝一缕，恒念

物力维艰”所表达的情感了。太容易得

到，往往就不会太珍惜，这并不是什么好

事情，甚至会助长种种恶习。让孩子付出

劳动和努力之后再给予，或许会有意想不

到的收获。

教育是塑造孩子心灵的艺术，支教不

仅是在献爱心，更要用心用情。杨老师的

点子，既妥善解决了分配问题，还顾及了

孩子们的尊严，并让他们明白劳动的重要

性，培养其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如此一

举多得，这样的爱心超市多多益善。

这个爱心超市有新意

日前，2020年杭州市中小学生阳光体育
拳击锦标赛在淳安落下帷幕。近百余名拳击
小将互不相让，同台比拼，尽显拳击带来的竞
技魅力。 （本报通讯员 周 飞 摄）

小拳王来争霸

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 通讯员
赵丹萍）前不久，浦江县龙峰国际学

校食堂被评为食品安全监督量化等

级评定A级食堂、县全民健康生活

方式行动示范健康食堂。

记者了解到，由于食堂采购不

精准、菜谱制定不合理等原因，过去

浦江校园餐饮浪费现象较为普遍。

全县61所中小学校每日伙食费用就

超过90万元，而家长对校园食堂的

满意率仅有56%。今年6月，该县纪

委监委将监督节约粮食、制止餐饮

浪费与清廉学校建设、侵害学生利

益问题整治结合起来，试点推行了

“共享菜谱”模式。

经过调研，该县综合学校规模、

分布和配送能力等因素，统筹资源，

选定35所试点中小学校分成7个“共

享小组”，每组确定一所牵头学校，每

周制定7份“共享菜谱”。“共享菜谱”

由牵头学校整合组内成员校意见，县

教育发展中心综合各校厨师长、食堂

主任、营养师、家委会成员、学校分管

领导等意见后备案公布。针对不同

年龄段学生的饮食喜好和咀嚼能力，

“共享菜谱”又各有不同。

浦江县教育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毛必平介绍，他们推出了包含40余

种校园食堂常见的面食、汤羹、炒菜

等食材搭配参考配比表，并公布每

百名学生就餐所需的各类食材数

量，能够有效指导各校确定每日食

材采购数量，从源头上杜绝浪费。

同时，该县还按照配送能力、配送范

围重新组合食材配送公司，确保每

个“共享小组”至少有3家配送公司

参与配送，每学期一轮换。此外，采

取了学校教师轮流验菜制度，并据

此考核配送公司，考核结果将作为

下一轮配送公司竞标时的参考。

作为“共享小组”牵头学校，龙

峰国际学校不仅提升了师生对食堂

的满意度、有效杜绝了校园餐饮浪

费，还带动了浦阳第二小学、县实验

小学等组内4所学校错时安排菜单，

共享健康菜谱。统计显示，“共享菜

谱”推行半年来，全县中小学校光盘

人数占比、就餐满意率、家长满意率

分别提升16%、13%、39%；食堂菜

金降幅明显，日均节约1.3万元；家

长送餐人数显著下降，比原来减少

超过96%。

妙解校园餐饮浪费

浦江试点推行“共享菜谱”

浙农林大
助力湖州培育出“领头羊”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伟）第八届湖羊文化节暨长三角湖羊

产业助推乡村振兴大会近日在湖州举办。浙江农林大学团队培

育的一只种公羊，最终在“赛羊会”上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

据了解，浙农林大王翀教授团队和湖州农科院湖羊试验场

共同培育的这只种公羊，在体型外貌、体重体尺指标、生产性能

记录等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长期以来，王翀教授团队一直

在开展优质湖羊繁育技术研究，通过人工授精、同期发情等技

术，提高母羊繁殖效率和优质种公羊利用率。应用这些技术

后，种公羊利用率提高10倍以上，每头每年可配种的母羊数超

过400只；母羊繁殖效率有效提高，实现2年3.3胎，综合效益增

长10%以上。

在科技服务的同时，浙农林大动物营养研究所还助力湖

州等地以湖羊为媒介，实现“东羊西送”，将“湖羊援疆”“湖羊

入川”扶贫模式推广到扶贫协作地区。每年向西北地区输送

种羊，选派专家赴当地进行技术培训700人次。今年以来累计

输送湖羊3万只。湖羊已成为精准扶贫领域的“领头羊”。

“目前，我们正积极对接新疆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共

同研究绵羊生态养殖技术，为肉羊产业提供技术支持。”王翀表

示，今后团队将进一步研究湖羊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探索美

丽牧场建设、智慧畜牧技术，推动湖羊产业精品化建设和高质

量发展，努力把湖羊产业打造成为浙江乡村产业振兴的一张

“金名片”。

丽水建“绿谷系列”
学生素质展示平台

本报讯（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朱军连）日前，丽水出台

了进一步完善中小学生素质全面发展指导机制的实施意见，要

求搭建“绿谷系列”学生素质展示平台，推进差异化、个性化教

育，促进中小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

据介绍，丽水将打造“学生素质全面发展智能管理系统”，

为学生搭建“绿谷之梦·人文”“绿谷之光·科技”“绿谷之春·艺

术”等素质展示平台，实现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信息均记录在案、有据可查。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处长曹志

勇介绍，他们还要求各校做到学生“一人一案”，最大化地挖掘

学生潜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近年来，丽水构建起“绿谷系列三大赛事”和“五大联赛一会

一操”体育艺术赛事活动品牌。同时，大力推进劳动教育和实

践教育，创成省级中小学劳动实践教育项目试点学校41所、市

级中小学劳动实践教育项目试点学校52所，建成“绿谷知行”研

学实践管理平台，已创成“绿谷知行”中小学生实践基地208个。

磐安：校长带头亮出承诺

本报讯（通讯员 卢红星 应新法）一段“校长的承诺”视频

近日在磐安县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家长群中热传，不到半天，点击

量就突破7000人次。

这是磐安县教育局开展“师德师风建设集中教育月”推出的

活动之一，旨在通过亮承诺、见行动，督促校长加强队伍建设，树

牢严实作风，提升服务效能。根据要求，校长要以录制视频的方

式，在学校内部群、各班级家长群等平台播放。视频内容要从抓

作风、抓制度、抓队伍、抓服务入手，向家长、社会作出一次公开

承诺。刚接任磐安中学校长的申屠兴山是该活动首位承诺者。

他坦言，承诺的压力大、责任大，但很有自警意义。

下一步，磐安还将开展中层干部承诺、班主任承诺等系列承

诺活动。该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林海说：“希望通过承诺

活动，唤醒校长责任意识，规范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

近日，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杭州下沙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主办“致敬抗疫英雄，争当时代先锋”退役军人专题晚会，来
自社区与育英职院的表演队带来了独唱、曲艺、合唱、小品等多个
节目，生动描绘出抗疫英雄、退役军人的伟岸形象，表达了人们对
奋战在一线的战士们的感激与敬重之情。图为表演现场。

（本报通讯员 陆晓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