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的午餐午休一直是
困扰广大家长、学校以及社会的
问题。迫于不断增长的学位压力，
自2015年起海口不少公办小学逐
步取消校园午餐午休，越来越多的孩
子不得不加入“午托”大军。目前，海
口市校园午餐午休情况如何？近
日，海南日报记者对海口3所市
属公办小学的午餐午休情况

进行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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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资讯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让孩
子吃饱”已不是难题。但是，近年来，由
于不良的饮食习惯而引发的儿童肥胖、
食物浪费、饮食礼仪缺失等现象屡见不
鲜。对此，我国不少营养学及教育专家
纷纷呼吁，食育问题应得到更多重视。

所谓食育，指的是良好饮食教育以
及通过饮食相关过程进行的各方面教
育，其目的不仅仅是促进儿童的饮食健
康，还要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国家公共营养师徐冰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目前，我国的食育工作仍处于
起步和探索阶段，“在不少人的观念
里，‘好吃’远远比‘营养’更重要，这就
是一个很大的饮食误区。”

徐冰表示，饮食观念会影响人的一
生，因此食育从儿童时期抓起十分必要。

“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不少
学校已经开始尝试将食育融入日常教
学课程，比如上海宝山区永清路小学
推出了‘舌尖上的礼仪’校本课程，北
京的部分学校在田园开展课外实践，
让孩子体验种菜的过程。”据徐冰介
绍，不少国外的食育模式也值得我们
借鉴。比如，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食
育推进计划，在学校内开展以食育为依
托的综合教育模式；美国、英国开展烹
饪课堂和农场体验课堂活动。此外，还
有不少国家出台了与食育相关的国家
政策，保证学生的营养和健康。

“我们希望食育问题能获得越来
越多家庭的重视，从家长做起，帮助孩
子用心去感受食物，建立起良好的生
活理念和饮食习惯，从正确的饮食教
育中形成健全的品格。”徐冰说。

食育教育
应该补上的一堂课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2.7亿学生的这顿饭怎么做？
业内专家为提升校园餐质量支招

滨海九小：
将礼仪教育融入校园午餐中

“铃铃铃……”10月 29日，中午
放学铃声刚刚响起，海口市滨海第九
小学四（1）班教室里，孩子们迅速排
成四路纵队，一个接一个进行餐前洗
手。洗完手后的孩子，又来到教室门
口，等待生活老师发放餐盒。

孩子们取完餐盒，回到座位，铺好
小桌布，双臂交叠静待其他同学到
齐。全程没有老师指导，孩子们已经
养成了这样良好的餐前习惯。当天的
午餐为香煎猪排、玉米豆腐羹、炒上海
青和红烧肉四菜一汤，孩子们都吃得
很香。

海口市滨海九小大队部总辅导员
伍作才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校十分
注重孩子们的餐食礼仪教育，并尽可
能将教育内容融入就餐的每个环节
中，“比如，孩子们应该从哪个门口出
去洗手，在哪个门取餐，如何进食，吃
饭后如何整理等等，我们都做了具体
规定。”

海口市滨海九小四（1）班学生陈
子宁很喜欢吃香煎猪排。她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过去学校食堂提供的菜品
较为单一，现在的午餐菜色十分丰富，
自己每天都对校园午餐充满了期待。

“周一花生烧猪肘、西红柿炒蛋，
周二蜜汁鸡球、肉烧腐竹……”海南日
报记者了解到，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营
养需求，海口市滨海九小为孩子们制
定的食谱每周都不同，包括了鸡、鸭、
鱼、猪等肉类，每餐平均热量约为800
卡，可以满足孩子日常所需。

据伍作才介绍，目前，该校还在微
信端上线了订餐小程序，除了每日变
换的A、B套餐，每个班级还可以提前
2天在这个平台上预订学生们喜欢的
个性化菜谱。

四（1）班学生的寝室离教室不远，
每间寝室摆放着20多张上下铺，最多
可住50人。海口市滨海九小生活老师
杨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同班级男女
生一般分开午休，孩子们通常在中午
12点40分安静入眠。学生午休期间，
每间寝室由一名生活老师负责。

我省50余名高校教师
参加创新创业培训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 实习
生叶润田）10月29日上午，海南省2018年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师资培训班在清华大学开班，我省21
所高校的50余名教师参加。

本次培训的目的是进一步深化我省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
资队伍建设，提高高校创新创业教师的教学能
力，促进我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水平整体提
升。

根据安排，培训班主要授课专家由清华大
学、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相关研究专家
担任。受训人员参加4天的理论学习和参观考
察后，培训合格者可获得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联盟颁发的创新创业高等教育师资资格认证
证书。

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我省高度重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工
作。近3年，省教育厅持续加大力度开展高校创
新创业教师师资培训，邀请国内外优秀创新创业
导师，开展了9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培
训班，培训教师近600人。

本次培训班由省教育厅与中国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联盟共同主办，海南大学（海南省高校创新创
业师资培训基地）协办。

南京设立中小学生校园
重大意外伤害救助基金
单次救助最高60万元

记者近日从南京市政府获悉，南京市教育
局、南京市财政局从今年起设立“南京市中小
学生校园重大意外伤害救助基金”，对发生意
外伤害事故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和家庭给予
帮助。

根据相应管理办法，南京管辖的公办及民办
非营利中小学、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公办及民办
惠民幼儿园，在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组织的
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
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等内发生的，造
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重大意外伤害事故，
都在救助范围之内。

救助内容包括由学校支付的死亡、残疾等伤
害赔偿和支出的医疗费、救助金、抚慰金等。值
得注意的是，江苏省学生人身伤害责任保险（校
方责任险）的赔偿金、学校应向其他责任人的追
偿及其他社会来源筹措的赔偿金、救助资金等应
予以扣除。

救助基金规模为1000万元，2018年1月1
日起发生的重大意外伤害事故或2018年9月1
日后完成有效赔付文书的以前年度的重大意外
伤害事故，均可申请救助。单次事故的赔偿金、
救助金和抚慰金等补助合计最高不超过60万
元。 （据新华社电）

“我们一起读书吧”项目
走进乐东塔丰小学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叶润田）10月
31日，“我们一起读书吧”公益项目组织艺术家、
心理专家、教师、爱心企业家和社会爱心人士31
人，走进乐东黎族自治县塔丰小学，与该校师生
和家长开展公益读书互动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别
开生面、启迪心智的心灵课堂。“我们一起读书
吧”项目团队向学校捐赠了首批300多册书籍和

“我们一起读书吧”图书室牌匾，并宣布启动“我
们一起读书吧”塔丰小学图书室建设。此外，该
项目团队还向塔丰村的孩子们赠送了书包和篮
球等爱心礼物。

本次活动由团省委、省社科联指导，海南省
留守儿童关爱志愿者协会和海南天涯心理学应
用研究所共同主办，海南跃锟动能教育培训有
限公司协办。

记者调查海口3所公办小学午间食宿情况

校园午餐，吃得还好吗？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校园午餐时间到了，海口市第二
十五小学海甸校区二楼的食堂热闹起
来。但是，取餐口前的队伍并不拥挤，
平均每3秒孩子们就能领到一份午餐。

为何取餐能这么快？海南日报记
者看到，每个取餐口前都安装了一台
特殊机器，孩子们在机器前“刷脸”后，
配餐员就能得知他的订餐信息，并迅
速送出餐食，整个流程高效便捷。

校内午餐的品质永远是人们关
注的焦点。海南力合泰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陈蕾蕾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目前，海口市滨海九小和第二
十五小的午间餐食均由该公司负
责。这些由中央厨房烹饪完成的菜
肴，从菜品的供应链到最终食用，每
个环节都有严格把控和相应负责人。

陈蕾蕾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针对
小学生的饮食特点，大多选择少骨少

刺的食材。即使是同一食材，在烹饪
方式上也力求多变，确保能够获得孩
子们的欢迎。以蔬菜为例，许多孩子
不喜欢吃胡萝卜，设计菜谱时营养师
会选择将胡萝卜切成丁，然后再与青
豆、猪肉一起捏成肉球。这样用心的
午餐也获得了不少学生的青睐。

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市第二十
五小学的食堂中采访了几位学生，
他们对校园午餐都表示满意，有人
还称赞道“学校的午餐比我妈妈做
的还好吃。”

在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宿舍区，
每间宿舍门口都摆放着鞋架，学生进
出宿舍时必须脱鞋，宿舍有严格的入
住制度，严重违反纪律的同学会被扣
分，甚至被学校停宿。在卫生方面，宿
管人员每天都会对宿舍进行清扫和通
风，为孩子们提供舒适的午休环境。

办学才3年的海口市五源河学校
学生总数不算多，但要供应初中3个年
级、小学3个年级的食宿，难度也不
小。“我们学校的食堂仅有近700个座
位，无法容纳6个年级学生同时用餐。
目前，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的校园午餐均
在教室里提供。”海口市五源河学校德
育处负责人吴慧说。

10月30日上午10点50分，虽然
还未下课，学校的生活老师已经陆续

将各个班级的饭菜备齐。午餐结束
后，孩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回到宿
舍。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每个孩子
手中都拿着一本书。回到自己的床位
后，孩子们都自觉地拿起书来阅读，这
是属于他们的特殊的午读时光。

“刚吃完饭，孩子们还比较兴奋，通过
午读的方式，可以让他们迅速平静下来
进入梦乡，还能培养他们从小阅读的习
惯，一举两得。”吴慧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今年5月，深圳市教育局发布《深
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午餐午休管理的意见（征
求意见稿）》，要求在三年时间内基本
实现全市有需求学生在校内午餐午休
的目标。这个规定让不少海口家长艳
羡不已。家长们都希望这样的政策也
能在海口全市变为现实。

采访时，不少学校负责人向海南
日报记者透露了目前校内午餐午休发
展之路的困难。迫于不断增长的学位
压力，海口市滨海九小从2015年起停
止向新生提供午间食宿，空出的宿舍
将被改造成教室；海口市第二十五小
海甸校区从2016年秋季起停供新生
午间食宿；海口市第二十七小2016年
下学期开始停供新生午间食宿……

吴慧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五源河

学校虽然刚刚创办不久，但是近两年新
增学生人数较多，目前该校宿舍区的床
位已全部用完，这意味着学校明年很难
再扩大校内午餐午休的规模。

伍作才说，虽然学校将校园午餐
和午休服务进行社会化管理，但是校方
也要肩负起孩子们的安全监管重任。
还有人士表示，学校向学生们提供午餐
午休服务，这看起来是项简单工作，但
是校方要承担的责任并不小，不少老师
宝贵的午休时间也常常因此被挤压。

海口市教育局体卫艺处有关负责
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了探索海口市
校内午餐午休发展之路，教育部门已到
深圳等国内发达省市进行了考察，目前
教育部门已将相关方案递交市政府。
但是，今后海口市是否会普及校内午餐
午休服务，这仍是个未知数。

第二十五小学：刷脸取餐高效便捷

五源河学校：午读培养阅读习惯

家长期盼：校园午餐午休全面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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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与少年儿童息息相关的校园餐日益受到关注。部分校园餐从业者
与行业专家表示，校园餐亟须通过从严制定行业标准、加强餐食营养科学搭配、
普及食育教育等方式，消除危害孩子身心健康的隐患。

“质”“量”并重
全面守护校园餐

一日三餐的品质，对尚处于成
长发育期的中小学生极为重要。根
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7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51.38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
生2.70亿人。校园餐业已成为一种
社会刚需。

“《学生餐营养指南》规定了6岁
至17岁中小学生，一日三餐的能量
和营养素供给量、食物种类及配餐
原则等。”在日前召开的“2018中国
（泰安）校园餐大会”上，标准主要起
草人之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
养与健康所研究员胡小琪发现，这
份卫生行业标准虽已于去年8月发
布，但许多一线企业对此知之甚少。

中国营养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理事长陈伟力认为，目前，在校
园餐领域，立法、监管、评价等方面
尚缺乏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

部分一线企业表示，校园餐的特
殊性决定了需要制定相应的国家及
行业强制标准，“质”与“量”并重，用
产品质量来倒逼生产流程与原材料。

“吃得安全营养”的需求
更加突显

近年来，校园餐领域得到更多
社会关注与资源倾斜。在乡镇村
居，教育部2011年启动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7年来已覆盖
全国29个省份（京、津、鲁单独开展
了学生供餐项目）1631个县，受益学
生人数达3700万。在城市社区，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7年在北
京市顺义区、辽宁省盘锦市、浙江省
义乌市等8地12所中小学，开展“营
养校园”试点项目。

陈伟力表示，相关政策措施的
出台落地，基本实现了从“饿肚子”
到“有饭吃”的转变，目前“吃得安全
营养”的需求更加凸显。

——“不科学”仍有市场。“有一

次我去一所小学，发现橱窗里还张
贴着‘中国营养协会’的‘食物相克
图’。”胡小琪说，“中国营养协会”早
已被列入山寨社团，“食物相克”也
缺乏科学理论依据。

——“不健康”有待纠正。在基
层校园餐配送中，以火腿肠代替肉
类、优酸乳代替牛奶等仍不同程度
存在。有业内专家表示，在一些中
小学校内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各
种碳酸饮料与“五毛食品”，会对孩
子养成正确的饮食观、营养观带来
消极影响。

——“不好吃”造成浪费。“我曾
经观察过一所学校的午间配餐。一
份午餐，孩子最多吃掉2／3，甚至出
现了整盒午餐被扔掉的情况。”中国
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华
说，为什么？“不好吃”呗。

胡小琪等业内专家建议，应加
快校园餐提质升级，让孩子们不仅
吃得饱，更能吃得好。

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学校既
要教授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培养少

年儿童养成健康良好的行为习惯。
部分研究学者呼吁，应重视学校食
育教育课程，以此推动提升中小学
生身体素质，降低不良生活习惯的
发生率，构建更健全的人格品质。

（据新华社电）

教育周刊投稿信箱：

2996130659@qq.com
联系电话：66810131
微信公众号：hnrbjyzk

教育周刊二维码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学生在校内吃午餐。 本报记者 叶媛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