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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张阿春报道 沈阳浑南区落实中
小学校长陪餐制，要求校长、书记走
进食堂试餐、陪餐，和学生同桌吃
饭。家长化身“食品安全监督员”或

“值日校长”，保障校园食品安全。

校长陪餐
确保校园食品安全

昨日中午，浑南区第八小学（以
下简称浑南八小）食堂内，校长项莉
和学生们坐在一起，面前餐盘中的食
物也和学生们的相同。项莉称，校长
陪餐制在浑南八小已经开展了一段
时间，现如今已成为常态。

每天中午，项莉或其他校领导以
及学校的老师们，和学生们同吃同
坐。项莉若是发现某一个学生餐盘
中菜比较少，还会询问孩子能不能吃
饱，劝说孩子再去添菜添饭。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重，保证
学生们的食品安全是校长的首要任
务。我在陪孩子们吃饭的时候，一方
面要关注孩子们的食品安全，一方面
也在观察食堂工作人员的工作流

程。其实，不只是我们和学生们一起
就餐，我们还邀请家长们也一起来，
不但可以监督食堂的就餐情况，还可
以到配餐中心进行参观，实现全过程
监督食品安全。”项莉说。

“值日校长”试餐
确认孩子吃好才安心

昨日，浑南八小食堂内，还有两位

“值日校长”，她们的真实身份是学生
家长。其中一位家长单子华称，每个
月，浑南八小都会号召学生家长报名
成为“值日校长”，基本每天能来2到3
位家长。

午餐时段，“值日校长”会在食
堂观察配餐流程和卫生情况，非用
餐时段，家长也可以在学校的任何
点位进行近距离参观。观察之后，

“值日校长”会将感受和建议集中在

一个记录本上，便于学校采纳和改
进。

“我家孩子上一年级，以前一直
担心孩子在学校午饭吃得不好，现在
到学校看完才真正的放心。食堂的
环境非常好，坐椅上有暖和的坐垫，
厨房台面擦得很干净，连抹布都是白
色的。”单子华注意到很多细节。

更 触 动 单 子 华 的 是 学 生 们 在
开餐前都要以班级为单位背诵一
段“餐前感恩词”，表达对家长、老
师和同学的感谢，也感恩食物的来
之不易。昨日中午，浑南八小的食
堂内，“餐前感恩词”的诵读声此起
彼伏。

校长不陪餐
或将被约谈

日前，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卫健委共同发布《学校食品
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中小学
幼儿园应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每餐均应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
共同用餐，做好陪餐记录，有条件的
中小学幼儿园还应建立家长陪餐制

度。
浑南区教育局局长张贵勇称，

浑南区要求各中小学校长、书记亲
临一线、走进食堂，老师、学生同桌
同餐的试餐、陪餐制度，以便及时发
现和解决集中用餐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

为了保证这项制度的落实，要求
各学校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建立家
长食品安全监督委员会，各中小学都
要设置一位家长食品安全监督员，不
定期对食堂进行抽查，利用微信群等
信息平台促进家校互动，确保学校食
品安全管理实现常态化。一旦发现
个别学校没有落实这项制度，将约
谈、问责校长。

此外，浑南区教育局所管辖区域
内所有中小学食堂均已和中央厨房
签订了责任状，由中央厨房统一配
餐，这样一来，可把好进货渠道关，杜
绝使用国家禁止的或来历不明的食
物原材及食品添加剂。中央食堂营
养师按季节变化、时令特点，结合本
地区饮食习惯定制食谱，确保荤素搭
配合理、营养均衡，满足学生家长需
求。

浑南落地“陪餐制”师生同桌就餐
家长担任“值日校长”全过程监督食品安全

技能竞赛。 铁东区工会提供

浑南八小校长项莉和学生们同桌吃午饭。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张阿春 摄

本期人物：鞍山市铁东区服务行业工会联合会

发展7万多名工会会员 成全国先进典型
“以前是我们上门逐个拜访，希

望大家都能加入进来，如今是各个行
业的老板希望加入进来，成为我们的
会长、副会长单位。”鞍山市铁东区总
工会组宣部长丁晓雷完整经历了这8
年来的变化。

目前铁东区服务行业工会联合
会已经成为全国先进经验典型，是汇
集 21 个服务类行业，覆盖 5026 家企
业和个体经营业户，拥有 70081 名工
会会员的超大规模工会组织。

2011 年 4 月底，鞍山市铁东区服
务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前三脚”踢
出去格外困难。

“我们工会工作只有七、八、九这
三个月稍微轻松一点，所以就在最热
的一百天里我们开展了走访，足迹遍
及了 1500 个行业不同、规模各异、状
况迥然的非公企业，真诚沟通交流，

通过帮助企业发展，帮助员工进步和
多收入来认同工会组织。”

铁东区服务行业工会联合会从
成立之初的只下辖餐饮、住宿、娱乐、
医药、美容5个行业工会，到如今壮大
到下辖烘焙、商品零售、传媒、旅游、
美发、洗浴、装饰装修、熟食品加工和
商贸流通等21个行业工会。

这种滚雪球式增长使铁东区服
务行业工会联合会形成了规模效应，
拥有了庞大的会员数和会员单位，铁
东区工会组织搭建起了一个大平台。

“一个行业工会有一个会长单
位，两到三个副会长单位，这样我们
的服务行业工会至少拥有近百个行
业领头羊，每年我们都举办几次交流
会，大家在同行业的交流，跨行业的
交流，成就了一个大型服务平台。”丁
晓雷说，这是企业经营者比较认可的

一面。
服务行业流动性强，尤其是有些

优秀员工的离开会让企业经营者非
常被动。

“我们每年都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和比赛，帮助职工减压，帮助职工提
升，这对企业的发展有百利而无一
害。”一切本着实践原则，过去的五届
大赛共设立冷拼、摆台、抻面、刀工、
食品雕刻、计算机、品酒、称重、蛋糕
裱花、理货等决赛项目；品酒、品茶等
表演项目；消防知识演示及法律法
规、工资集体协商等知识竞赛。

这又是行业工会带给企业经营
者的助力。企业经营者有了加入行
业工会的动力，也让工会可以通过维
护权益来对职工凝心聚力，努力破解
工资集体协商的难题。

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行业工会

开展了近30场与企业经营者的座谈、
近 100场与从业职工的座谈、近 20次
企业方和职工方之间的非正式协商，
每年 3 次的由行业协会代表、行业工
会代表和专职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
全程参与的正式协商谈判。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通过《鞍山市铁东区服务
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也从当初
只能覆盖寥寥几个行业和工种，到
2017 年度扩大成覆盖 19 个服务行业
和 141 个工种这样一个超大范围、超
大覆盖的法律文书。

几年来，服务行业工会联合会先
后荣获 1 项国家级、7 项省级和 28 项
市级先进集体荣誉，共有32人荣获全
国及省市先进个人称号，也被辽宁省
总工会树立为省级典型。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刘
臣君 周芳

草长莺飞，春江水暖。今天是
第 27 届“世界水日”。为了进一步
推广水资源保护理念，培养社会公
众爱水护水的意识，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决定投入 250 万元公益金，
携手辽沈晚报在内的全国近 30 个
省市的主流媒体，启动“2019 江河卫
士——民间河长在行动”大型公益
活动。活动将在各地设立“民间河
长讲习所”，通过系统培训、亲水护
水、评选奖励的方式，培养一批专业
的民间河长，发挥他们的领袖作用，
凝聚当地社会力量，最终形成全民
爱水护水的合力。

水，是生命之源。如果没有水，
植物将会枯萎，动物将会灭亡，人类
将不复存在。

作为一个以传播正能量为己任

的公益项目，天天正能量一边用凡人
善举滋养和浸润人心，一边开展各类
创新公益活动，引领和改变人心。

为了唤醒全社会对水资源保护的
关注，自2014年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联合全国各地区合作媒体，发起了

“江河卫士”系列活动。从“挖掘典型”
关注优秀环保人士，到“人人参与”号
召全民投入，从“深入行动”切实守护
母亲河，到“长期关注”建立江河卫士
联盟，天天正能量的“唤醒”和“改变”
之举，每一步都走得坚定有力。

5 年来，天天正能量在“江河卫
士”系列活动中，总计投入公益金近
1000万元，在全国30多个省份落地环
保公益活动 200 多场，参与人数近百
万人。其中既有像雷月琴、任增颖这
样常年致力于水资源保护和污染治

理的资深“江河卫士”，也有通过参加
徒步、环保知识大赛等为护水活动鼓
与呼的七八岁小朋友。

而今年，我们希望寻找更多这样
有情怀、有责任感的“江河卫士”，并
且赋予他们一个全新的身份——民
间河长。

“保护水资源，不仅需要一点一
滴的努力，更需要常年累月的坚持；
不仅需要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也需要
民间的配合和助力。”阿里巴巴集团
公益开放平台总监、天天正能量项目
负责人王崇和相信，只有人人关注、
行动、参与，从“话题讨论”落到“实
际行动”中，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今年是“江河卫士”系列活动开
展的第六年。“2019 江河卫士——民
间河长在行动”大型公益活动，将在

各地设立“民间河长讲习所”，通过
系统培训，将热心于水资源保护的

“江河卫士”升级为“民间河长”，助
力他们参与到当地河流的巡查调
研、水质检测中，并与水利部门、环
保组织等沟通协调，制定切实可行
的河流保护方案并推动落地执行，
从而更加科学地参与到河流保护行
动中来。

活动后期，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还将联合各地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
亲水活动，组织民间河长、环保志愿
者以及热心群众全身心参与其中，以
唤醒更多人的环保意识，一起守护我
们的碧水清流。

本报作为该活动在辽宁省的独
家联合发起媒体，即日起，本报正式
面向全省招募“民间河长”，欢迎您拨

打本报活动热线024-96006咨询了解
并报名参与。同时，您也可以通过本
报官方微博、微信和“天天正能量”官
方微信，与我们交流保护母亲河的想
法与建议，并随时了解活动最新进
展。守护家乡的碧水清流，我们等您
来参与！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鹏

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2019江河卫士活动

守护家乡的碧水清流 一起当“民间河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