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学校应该如何做？

答：学校在开学前都会做好

完善的准备，采用合适的方法减

少同一时间段内就餐人数，降低

就餐场所人员密度，防止交叉污

染，具体如下：1、改造符合卫生

条件的临时就餐场所；2、在就餐

场所设置简易分隔装置；3、采取

分批、分时段等形式避峰、错时

就餐；4、 增加套餐盒饭供应，打

包带回单独用餐；5、 如果有条

件，支持师生购买饭菜后回宿舍

就餐；6、有条件的走读学生可回

家就餐。

问： 对食堂有什么特别要

求？

答：分几个方面来说。 工作

人员：疫情期间，食堂工作人员

要做好每日岗前检查工作，工作

期间勤洗手，常消毒，佩戴口罩，

工作服要每天清洗更换等。

原料进货：严格把好餐饮安

全“九关” ，即采购关、保管关、

清洗关、加工关、消毒关、留样

关、用餐关、人员关、应急关。

特殊食品：严禁高等院校以

外的学校食堂加工制作冷荤凉

菜；严禁各类学校食堂违规加工

制作豆角(四季豆)，不得食用发

芽土豆； 严禁各类学校食堂采

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

加工制作： 按要求操作，控

制食品加工总量，保证食品烧熟

煮透，尽可能减少食物在常温下

的放置时间， 尽量缩短备餐时

间。 生熟食品及使用的工具严格

分开，对 2 小时内未食用完的食

物要及时冷藏，冷藏期限不得超

过 24 小时， 需再次利用的应充

分加热，加热前应确认食品未变

质。

饮用水： 加强自备水源和学

生饮水管理， 保障在校的中、小

学校学生开水供应，并教育引导

学生不要直接饮用生水。

食品添加剂：严禁在食品中

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

品添加剂。

问：孩子们要注意哪些？

答：1、 进入食堂须佩戴口

罩，取用餐具和购买食物做到迅

速，即取即走。 坐下吃饭的最后

一刻才摘口罩。 用餐结束后立即

佩戴口罩并离开。

2、 避免面对面就餐和扎堆

就餐， 就餐间隔在 1 米以上，就

餐中不交流、少说话，避免交叉

感染。

问：在运输、领餐环节如何让

人放心？

答： 采用送餐模式的集体用

餐学校会指定专人进行膳食的

交接验收， 测量食品的中心温

度，做好接收记录，排好领餐时

间和顺序，减少领餐人员聚集。

问：家长可以送饭给孩子吗？

可以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答：除了保证饭菜质量外，还

需要与学校进行沟通，看学校是

否允许，能否操作，例如微波炉

数量是否足够每个同学热饭，家

长在送饭时不能进校园等问题。

问：食堂公用餐具会不会导

致感染，可以自带餐具吗？

答：鼓励自备餐具，家长可

以给孩子备好餐具，最大程度减

少公用餐具使用，也可以为环保

出一份力。 不过孩子使用后的餐

具一定不能乱扔乱放，可教会孩

子用餐后及时冲洗干净餐具（如

果没有条件也可以不冲洗，带回

家清洗。 ）并且放入自己的餐具

盒子里。

问： 如果学生在外面就餐，

如何引导学生进行自我防护，保

证学生就餐安全？

答：原则上不鼓励学生在外

就餐。 如果必须在外就餐请家长

一定要叮嘱孩子，与食品售卖人

员保持 1 米以上安全距离，快速

购买，减少交谈。 另外建议不要

选择自助餐等开放式供餐，免费

汤粥和调料等疫情防控期间也

尽量不要选择。

吃饭是头等大事， 安全才安

心。 特殊时期，不能麻痹大意，还

是那句话：开学复课，安全第一！

据新华社

如何保障学生在校用餐安全

开学在即，民以食为天———

5 月 4 日，我省初一、初二、高一、高二的孩子们

就要返校上课了，很多孩子估计都会在学校用餐。 如

何保障孩子在校用餐安全。 近日，新华社记者采访了

相关部门，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分享了一些方法，可供

学校、学生、家长参考。

受新冠疫情影响，大学生在校时间大大

缩短，已收取的住宿费怎么办？ 近段时间，不

少学生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建议，希望地

方教育部门能“酌情退还”部分住宿费。

近日，教育部在其官网发文称，已按学

年收取的住宿费，学校应“根据实际住宿情

况” 合理确定退费办法。 目前，已有四川、河

北、甘肃等地明确，将向学生退还部分住宿

费。

“由于疫情的影响，全省各级各类学校

延迟开学，我表示理解。 但住宿费交了，学生

却没在校。 ” 4月 1日，一名重庆合川籍大学

生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询问， 学校能否

“酌情退回一部分住宿费” 。 有类似疑虑的

大学生不在少数。

3月 12日，贵州大学官方微博透露，“有

同学收到了学校退的住宿费” 。

4 月 19 日， 一名在辽宁上大学的学生

说， 学校去年 9 月收取了 1200 元住宿费，

“一学年的” 。 “学校至今没有通知返校，我

们寝室的同学今天还在讨论，能不能退一部

分住宿费。 ”该同学称。

对于上述问题，教育部 4 月 10 日明确，

住宿费不得跨学年或学期预收，未住宿不得

提前收取住宿费。 对于已按学年收取的住宿

费， 应根据实际住宿情况合理确定退费办

法，具体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此外，记者注意到，甘肃、重庆等地虽未

正式宣布“退还住宿费” ，但已有类似表态。

据澎湃新闻

开学晚，住校时间缩短———

多地高校明确

可退部分住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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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清镇市博雅国际实验学校亮相湖南卫视《少年说》节目

本报讯 从 4 月 16 日起，贵

阳清镇市博雅国际实验学校亮相

湖南卫视品牌节目《少年说》！ 至

4月 19日已播放两集， 在精彩的

节目中，同学们纷纷站上“勇气

台” 诉说着那些关于内心追寻的

梦想、 那些对亲人难以开口的爱

意、 那些对老师和同学陪伴的感

谢以及隐藏在青春时光里的烦恼

……这次拍摄活动激发了博雅师

生的爱校热情，同时也引发家长、

老师在探寻青少年成长道路上进

一步的思考。

《少年说》是湖南卫视新一

代青少年健康成长心理释放表述

节目，坦诚走心的节目内容、创意

新颖的形式获得学生与家长好评

无数。据了解，湖南卫视的节目组

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12 月 19

日， 进入贵阳清镇市博雅国际实

验学校录制，这是《少年说》第一

次来到贵州学校， 节目的成功录

制完全是因为博雅学校的办学特

色打动了节目组。

据悉， 贵阳清镇市博雅国际

实验学校是一所由政府主导、清

镇城投和贵州广大城投公司共同

注资、 清镇一中领办的十二年一

贯制学校。 校园坐落在金马线和

金清线的交会处， 占地面积 560

亩， 古典的书院式建筑与优雅的

山水园林式绿化交相辉映， 书香

传统与现代人文理念交融。

学校以“遵循规律，追求卓

越” 为基本办学思想，以“实悟为

格，实践为诚” 为校训，以“陪伴

学生健康生长， 成就学生走向远

方”为育人模式。教师团队由贵阳

市首批名校长获得者刘平领衔并

负责组建。

刘平校长淡泊低调， 在网络

上鲜见对其个人的报道。 与他交

谈如沐春风， 这是一个教育视野

开阔、思维超前的校长，事务繁忙

但每天仍坚持读书一小时， 尤喜

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杜威等教

育名家的教育论述。他把“办真正

的教育”立为毕生追求，他认为教

育应该是“符合人的成长规律的

教育” 、“唤醒学生、 唤醒家长” ，

他希望学校未来可以成为“基础

教育的研究实践基地”……

在他的鼓舞下， 全校教师践

行着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 的

信条。 截至目前，学校从建校之初

的 149 名学生发展到近 3000 人

规模， 班级设置实现十二年制全

覆盖。 截至目前，无论是贵阳市和

清镇市期末统考统评历史数据，

还是普通高中学校 “入出口” 成

绩评估、 民办教育办学质量评估

等，博雅学校均名列前茅。 成绩的

背后是全校教师以 “学生为本”

的不懈努力， 成绩的背后也是学

生与家长对学校教育理念与质量

的认可以及满满的信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让世界听到贵阳博雅学子的声音！

精彩“少年说”

下次再见，一定是那个满身荣耀的我

七年级（1）班 赵从容

有关少年说的经历，会是我一生中难以忘记的回忆。

首先，我很感谢我的学校———博雅国际实验学校。 她给予了我这次

登台的机会。 让每个人都能勇敢说出自己内心想法的机会！

那天下台，我就想总不能只上这么一次电视吧，嗯！我想下一次在电

视上看见的一定是满身荣耀的我。

七年级（1）班 刘欣宇

学校里的生活是美好的，有师生之间的打打闹闹，有同学之间的离

别不舍，也有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截然不同。

我们将豪言壮语立在这里，让众人监督，美好回忆留在这里，让我们

记忆犹新，目标梦想种在这里，期待着它生根发芽。

“那些种在校园里长不大的记忆，那些留在岁月中忘不掉的纯真。”

多年以后，我们再回想起这件事，依然会觉得历历在目。

都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我们博雅的领导、老师以及

员工们作为一个个孩子在校时的“日租” 父母，“周租” 父母甚至

是“月租”父母，又何尝不是这样。博雅人不辞辛苦、不抱怨言、积

极努力创造各种条件，营造各种学习氛围、生活氛围、社交氛围，

让学生在这个小空间内学会独立思考，独立自主，独立人格。

促使他们舞台之上有自信，生活之中有幸福，思想之上有未

来。 这样的博雅人值得被赞颂，这里的博雅学子一定会越来越优

秀，而博雅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好！ ———陈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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