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唐守伦）近日，句容市
教育局与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
合推行“校站结合”模式，加快推进校外免
费教育辅导站建设。 该市要求各中小学与
1~2 个行政村（社区）辅导中心站“校站共
建”， 每校要有 4~5 名在职教师参与辅导
站活动，并由退休教师为主体创办义务服
务式家庭辅导点，在节假日就近组织学生
开展校外教育辅导活动。 活动内容主要包
括思想道德教育、文化辅导、特长培训、心
理辅导和社会实践等。

据统计， 目前该市在 12 个镇（街道、园
区）均建有校外教育辅导总站，在 176 个行政
村（社区）建有校外教育辅导中心站，在 221
个自然村建有（家庭）教育辅导点。 该市聘请
1851 名“五老”志愿者任辅导员，形成了一支
以“五老”为主体、在职教师为主力、其他有一
技之长的志愿者（大学生村官等）共同参与的
校外教育辅导员队伍。

句容借力“五老”志愿者
推进校外辅导站建设

3 月 27 日，无锡市阳山中心幼儿园把课堂搬进桃园，让孩子们零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好，培养
其热爱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图为孩子们在桃园中做游戏。

张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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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今天中午的红烧小肉圆
真好吃……”3 月 27 日中午，高邮市
第一实验小学教师徐怀中陪同一年
级学生用餐， 听到孩子们这样的评
价，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徐怀中
告诉记者，早在食堂建立之初，该校
就实行了陪餐制，“而且我们的陪餐
制每顿饭都是‘校长+中层+教师’的
配置”。

采访中，记者得知，该市大多数
学校均实施了“陪餐制”。“从 4 月
起，部分中小学、幼儿园还将每天在
每个年级选 1 到 2 位家长志愿者参
与陪餐，”该市教育惠民服务中心主
任姜金华如是说，“其实， 除了陪餐
制， 我市校园食堂还有许多可圈可
点之处。 ”

规范管理真惠民
2010 年 7 月， 高邮市教育局成

立教育惠民服务有限公司（后更名为
“高邮市教育惠民服务中心”）， 启动
以学校食堂和超市为重点的后勤改
革。 服务中心主动挑起重担， 负责
116 所学校食堂物品的采购配送，保
障 4.4 万余名师生的食品安全。

该市教育局副局长吴海梅告诉
记者，2010 年前，该市中小学共有 73
个食堂，其中 31 个对外承包，在承包
食堂就餐的学生占在校就餐学生总
数的 72%。“当时我们做了调查，食堂
承包金及商家利润相加， 全市小学、
初中、高（职）中学生每天人均额外承
担的费用分别为 1.36 元 、1.74 元 、
2.37 元，每生每年几百元”。中心成立

后，一直按照统一采购、营养配餐、师
生同伙、 零利润运作的模式管理，由
于不以营利为目的， 单集中采购一
项，每年就可为全市学生家长省下近
千万元。

都说众口难调， 食堂饭菜能吃
出多少花样？ 记者了解到，为给学生
提供营养可口的饭菜， 该市教育惠
民服务中心根据国家实施学生营养
餐相关要求，专门制定《营养餐食谱
制定工作规范》，聘请拥有高级营养
师证书的专职营养师，按幼儿园、小
学、初中、高中制定食谱，做到一周
一食谱、天天不重样。 其中幼儿园到
初中为指令性食谱， 高中为指导性
食谱。

“学生的选择最能说明问题。 ”高
邮中学副校长刘久胜说，他举例告诉
记者， 以前学校附近有很多小餐馆，
每到放学时间，还有家长到校门口送
饭， 现在几乎没有家长给孩子送饭
了，校门口的小餐馆也关了不少。 以
前学校食堂引进承包公司经营时，学
生常去校内的小卖部买零食打牙祭。
低谷时，食堂每天营业额 1.6 万元，小
卖部却有 1.5 万元。 现在食堂每天营
业额稳定在 2.4 万元左右，小卖部只
有约 6000 元。

严格监控保质量

正值中午，在高邮市第一中学食
堂， 学生们正在秩序井然地打饭就
餐。通过食堂内悬挂的显示屏或透过
取饭窗口，后厨的环境卫生、菜肴制
作、人员着装等状况一目了然。

2017 年，该市统一进行“明厨亮
灶”工程改造。 现在，食堂的操作间、
配菜间、 库房等关键部位和重点环
节， 都以视频方式展示给用餐师生。
目前，该市所有校园食堂累计安装约
450 个高清摄像头，监管人员或学生
家长通过互联网连接视频监控 APP，
可以实时观察学校食堂状况。

此外，该中心还专门组建了质检
部，对每天入库、发货的百余个品种，
四五万斤物品，通过“一写、二对、三
称、四放、五复合”，做好验货、巡查、
农药残留检测和留样等，确保进校的
物品安全、卫生。目前，中心近 80%的
蔬菜直接来自种植基地。且一般情况
下， 食材都是按照当天所需的量配
送，不多余不过夜，确保新鲜。

“您好， 我们是江苏康正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检测员，受高邮市市场
监管局委托， 现在对农产品抽样检
测。 ”一大早，在该市学校食堂配送中
心操作间内，2 名检测员从案板上取
了一些蔬菜、干货后，将样品分别装
入随身携带的小塑料袋，前往特设的
检测室进行检测。

2 小时后，检测结果出来了———
合格。 除服务中心质检部门自检外，
该市市场监管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统一采购的食材进行安全快检，对检
测不合格的食材， 督促其停止配送，
并转入监督抽检流程。 此外，该市教
育局还会同市场监管局规范学校食
品安全事件信息发布流程，主动回应
学生家长和社会关切，提升监管和相
关从业人员的舆情应对能力。

合理统筹得人心

玉米炒虾仁、 茨菰大蒜炒肉片、
青菜烧香菇，这是在高邮市龙虬初中
采访时， 记者看到的师生午餐饭菜。
在餐厅内用餐的师生约有 200 人。
“饭菜质量比以前小灶好。 由于我校
学生少，服务中心每年还要给食堂一
些运营补助。 ”龙虬初中校长仇家赛
告诉记者。

由于食堂采取零利润模式，补助
部分农村校和小规模学校的经费主
要来自全市 41 家学校超市的经营收
入。 记者了解到，全市学校超市年营
业额约 1000 万元，除人员工资、超市
购置维修设备外，盈余全部用于教育
公益。相关项目包括中小学食堂厨具
维修、后勤及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和经
济困难家庭学生资助等。

“改革推了 9 年， 一开始有学校
不理解，觉得集中管理，把学校仅有
的一点自主权也收回了。 但这几年，
大家越来越理解，也越来越支持。 ”姜
金华说。

9 年来，高邮中小学未发生一起
食品安全事故。 每学期一次的民意
调查显示， 进入全市学校食品的合
格率达 100％ ， 价格可接受率逾
95％，服务态度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
98％。教育惠民服务中心先后被评为
高邮惠民放心消费教育基地、 扬州
市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示范单位、江
苏省放心消费创建先进单位， 省内
外多个县、 市教育系统组团赴该市
考察学习。

这里的食堂不光有“陪餐制”
■本报记者 李大林 许妍

本报南京 3月 28 日讯（记者
王琼 通讯员 李小男 唐瑭）
今天， 东南大学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2020 一流本科教育行
动计划》，20 条重点教育教学改
革举措涵盖了推进大类招生培
养、加强创新实践教育、强化实
验教学改革、 推进辅修专业学
位建设、 构建本研一体化的培
养体系、 深化学生就业质量工
程与终身教育体系、 优化人才
培养治理结构、 完善教师培训
机制、 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等 20 个方面。

今年起，东大将打破按专业
招生培养的模式，以大学科为主
线，把学校 78 个本科专业，分为
12 个大类、4 个特殊专业进行招
生。 学生进校后不划分专业，一
年后再分专业。“如果学生不能
选到心仪的专业，还可以申请转
系转专业， 如果转专业未成，还
可以辅修第二学位，避免‘一选
定终身’，100%给予学生选择专
业的机会。 ”东南大学副校长金
保昇介绍说。

根据《行动计划》，东南大学
还将构建本研一体化的培养模
式，推进完全学分制和个性化培
养，建立本研贯通课程库，实现
排课与选课互联互通，所有本科
课程和部分研究生课程供学生
自主修读， 打破学生身份限制，
为学生选课提供更多选择，如考
核通过，达到相应的学分，可同
时获得相应专业学位，课题研究
也将从本科学习阶段延伸至研
究生学习阶段。

为给本科生搭建最好的指
导平台，该校将在本科教学中设
立导师制， 从包括硕士生导师、
博士生导师及院士在内的 2800 多名专任教师中
挑选优秀教师任本科生导师。“我校每年本科招生
人数在 4000 人左右， 预计实行导师制后， 平均 2
名本科生有 1 位导师，真正实现完全导师制。 ”金
保昇说。

发布会上， 该校还宣布：2 年内将投入 5 亿元
用于本科人才培养，全力打造两个“百千万”目标，
即“百千万”教学品牌工程（一百种国家级优秀教
材，一千门“金课”，一万项优质实践教学项目），
“百千万” 创新计划（300 人次本科生国际竞赛获
奖，3000 人次本科生国家及省部级竞赛获奖 ，
30000 人次本科生校级竞赛获奖）。 聘请 100 名以
上外籍教师， 届时高质量的全英文课程将覆盖所
有专业。

根据该《行动计划》，到 2020 年，东大将按照
“厚基础、宽口径、重交叉、强创新”的培养路径，基
本形成一流本科教育新格局；到 2025 年，学校本
科教育在全国高等教育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并
具有国际影响力；到 2030 年，本科教育水平国际
知名，学校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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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建立集中用餐陪
餐制度，有条件的应建立家长陪餐制度。 近日，记者在高邮市中小学采访后发现———

按大类招生，一年后再分专业，专业不满意可
申请再换；

本科生可配硕导、博导甚至院士导师，每 2 人
可配 1 位导师；

本科生可修研究生课程；
本科教学贡献杰出的教师，最高可获百万奖励；
……

“孩子烧退了，状态也好了。
真心感谢孩子的老师和送孩子
就医的的哥。 等孩子出院后，我
一定要当面表示感谢。 ”3 月 14
日， 在东海县人民医院住院部
18 楼 8 病床，笔者见到了徐玲，
她正怀抱着女儿萱萱（化名），感
激之情难以言表，“要不是他们，
后果不敢想。 ”

2 天前，萱萱在幼儿园突发
惊厥，“当天上午 11 点多， 我们
突然发现萱萱躺在地上，喊她也
没有回应”。 东海华佛菜市街幼
儿园宝宝班教师唐晓香发现这
一情况后，立即叫来同班教师陈
文玉。

“不好，孩子抽风了！ 快！ 快
叫保健老师来！”有着 10 多年教
龄的陈文玉把孩子侧翻，赶紧把
手放在孩子嘴中，并叫其他教师
找来一把勺子， 用毛巾包住，放
入孩子口中， 防止孩子咬伤舌
头，并大声喊孩子的名字。很快，
保健医生赶到， 迅速用酒精擦
拭、用湿毛巾盖在孩子头上进行
物理降温。 大约 3分钟后，萱萱

停止抽搐。陈文玉又连忙把萱萱
侧身抱在怀中，下楼快速跑到园
外的一辆出租车上。

“当时， 我只听到几个老师
一直焦急地喊孩子的名字，可是
孩子却没有回答。我意识到事情
很紧急。”出租车司机段培健说，
幼儿园到医院全程有 7 个红绿
灯，当时恰逢出行小高峰，路上
行人和车辆多， 平时开车需要
15 分钟。“情况紧急，我得争取
时间。”想到这里，段培健打开双
闪，不断地按喇叭、加油门，向医
院急速驶去。“闯了 4 个红灯，还
有段路超速了。 ” 不到 10 分钟，
段培健的出租车就停到了县医
院急诊室门前。

“我看了一眼计价器， 费用
是 12块钱。”陈文玉把孩子快速
抱下车，唐晓香准备付钱，却被
司机告知：“救孩子要紧，快把孩
子送进去。”说着，段培健驾车驶
离了医院。事后，经多方打听，孩
子母亲才联系到他。

“多亏当时急救措施正确，
送来得及时。 ”该院儿科主任王
光辉说，“目前， 孩子病情很稳
定，在逐渐康复中。 ”

大滩小学是青海省门源回族自
治县唯一一所乡村走读学校，3 月 25
日，这所学校 338 名学生每人都收到
了一个爱心包裹。 打开这份爱心包
裹，里面摆放着画笔、纸、文具、水杯、
小玩具等等，“我会好好珍惜这份包
裹，用包裹中的画笔画出自己的理想
世界”。 一位收到包裹的小朋友开心
地说。

这些爱心包裹由江苏大学予爱协
会的志愿者征集而来。“为了促成这次
资助，我校身披‘红披风’的志愿者用
7 个周末时间，在镇江市火车站、大型
超市、 邮局等公共场所进行‘善行
100’爱心包裹劝募行动，成功募得价
值 265600 元的爱心包裹。 ”公益社团
成员苏云洁介绍道，“大滩小学只是我
们帮扶的其中一个点。 ”

据悉，“善行 100” 爱心包裹劝募
行动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实施的
全民公益项目，在镇江开展 8 年来，江
苏大学的劝募成绩一直位于全国高校
前列，已有超过 4000 人次江大学生志
愿者参与， 累计筹得善款超过 145 万

元。“即使被 100 个人拒绝，也要相信
会有第 101 个人伸出他们的手来温暖
这个世界。”志愿者常常用这句话来自
我激励。

高中便有志愿者经验的江大交
通工程专业大一学生文恺，一入校看
到“爱心包裹”项目宣传，就觉得义不
容辞。“原本信心满满，劝募之前也看
了无数遍劝募手册、模拟了无数遍劝
募现场，真正一个人去劝募时，或多
或少有些语无伦次甚至不知所措，特
别是口干舌燥地说了好几天也不成
功，那种挫败感和无力感对志愿者的
打击是巨大的”。即便如此，文恺从未
想过放弃， 据统计， 在 2018 年活动
中， 文恺累计志愿服务时间超过了
100 个小时。

陈明月是该校予爱协会的“明星”
志愿者，“个人募集 5000 元爱心款”让
她位列全校志愿者前列。 2018 年年
底，作为代表，她跟随中国扶贫基金会
前往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
治县探访贫困学校：校舍简陋、教资缺
乏， 孩子们甚至没有办法上一堂美术

课、体育课……这让陈明月深受触动，
“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每笔爱心捐
款可以为这些孩子们提供这么多实实
在在的帮助， 那些街头劝募承受的委
屈和疲惫算不了什么。 ”

“去年我捐过，今年就以我孩子名
义再捐一个吧。 ” 一位带着孩子的男
士稍作问询后便干脆地认捐了一个
“爱心包裹”， 志愿者周全吉内心涌上
一股暖流，“这说明我们的公益理念得
到了支持和认可。 ”

8 年时间，“善行 100”项目渐渐在
镇江市开花结果， 向超过 40000 名公
众传递了“人人可公益”的理念，不少
爱心市民连续捐赠“爱心包裹”，参与
活动的大学生志愿者也从起初的每年
200 人上升到 800 余人。

近年来协会获得全国五四红旗
团支部、江苏省五四红旗团支部、江
苏省百佳社团等荣誉。“积极参与的
志愿者们纷至沓来， 慷慨解囊的爱
心人士源源不断， 这是每一位予爱
人心中共同的公益蓝图。” 予爱协会
会长徐小凡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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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拒 100次，也会有第 101个人伸出援手”
■本报通讯员 高雅晶 吴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