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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省高考综合改革
的稳步推进，中学生拥有了更
多的自主选择权。选科、分类
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无
一不在强调生涯规划教育的
重要性。3月14日，2019年全
省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工作会
议在长沙召开。记者从会议现
场获悉，生涯规划教育将成我
省中学生“必修课”。

困惑：选科应该遵循成绩
还是兴趣

市民李先生的儿子现在
就读高一， 也将是湖南新高考
的第一批考生。面对即将开始的
选科，李先生和儿子显得有些纠
结。“孩子历史、政治、地理成绩不
太理想， 所以打算取长补短，选
择物理、生物、化学科目，但又
不清楚他的兴趣爱好和今后
的专业方向是否匹配。”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
高一学生和家长都有类似的
困惑：在选科时，究竟应该遵
循成绩还是兴趣？

“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
学生要增强生涯规划意识，对
自我进行全面深入地观察、客
观多元的评价，不能仅凭试卷
上的分数来左右自己的选择，
也不能盲目‘跟风’，要做理性
的选择。” 长沙市一中校长助
理、 学生处主任彭健认为，要
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加强、深入
开展中学生涯规划教育，让学
生的选择更“靠谱”。

举措：我省已成立心理教
育与生涯发展研究中心

据介绍，为迎接新高考，

长沙市一中专门引进网络版
生涯测评软件， 组织学生利
用寒假自主进行“生涯微调
研”活动。在学生网络生涯测
评完成后， 系统将根据测评
结果为学生推荐学职信息，
学生选择专业后， 系统还会
把全国开设有该专业的学校
按分数排序推送给学生，让
学生利用大数据得到更新、
更准确、更全面的信息，从而
提升其生涯决策的科学性、
针对性。

据悉， 长沙市第一中学
作为全国首批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示范校， 坚持通过校
本课程、 咨询辅导、 学科渗
透、学生社团、社会合作、主
题活动等方面拓宽心理健康
教育途径， 切实提高学生心
理健康水平。 为了迎接新高
考， 学校早在2014年就开始
了主动探索和实践， 精心选
拔并培养了一支由学科导
师、 班主任和心理教师等共
同组成的、 具有生涯规划师
证书的优秀生涯指导教师团
队， 已经初步形成了心理健
康教育与生涯发展教育协同
推进的良好局面。

“省教科院最近新成立了
心理教育与生涯发展研究中
心，旨在紧密依托现有心理健
康教育教研体系，加强生涯教
育研究，增强服务决策和指导
实践的能力。” 湖南省教科院
心理教研员彭玮婧介绍，研究
中心成立后，将会进一步整合
多学科力量，聚焦生涯规划教
育组织开展教研教改，力争更
好地支撑和引领全省生涯规
划教育健康发展。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办法》规定，校园超市是在
校学生学习用品、生活用品采购
场所， 承担服务学生的功能。校
园超市应坚持规范管理、保证质
量、确保安全、服务学生的经营
理念， 秉承平价销售的原则，为
学生提供优质安全价廉的学习
生活用品， 不得销售烟、 酒、槟
榔、膨化食品、碳酸类饮料及其
他对学生身体健康有害的食品。
校园超市实行目录备案管理、比

选择优、 委托经营的管理模式，
由长沙市教育后勤产业管理处
对进入直属学校经营超市的企
业进行备案目录管理。校园超市
商品价格应低于社会超市同类
商品价格5%以上。

《办法》规定，严禁虚报、截
留、套取、挤占、挪用学生伙食
费，严禁学校收取管理费，一经
查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追
究学校主要领导的责任。

据教育部网站消
息，由教育部、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制
定的《学校食品安全与
营养健康管理规定》近
日公布， 自今年4月1日
起施行。

《规定》明确，中小
学、 幼儿园应当建立集
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
应当有学校相关负责人
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陪
餐记录，及时发现和解决
集中用餐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有条件的中小学、
幼儿园应当建立家长陪
餐制度，健全相应工作机
制，对陪餐家长在学校食
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等方
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
进行研究反馈。

在学校管理方面，
《规定》明确，中小学、幼
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
置小卖部、 超市等食品
经营场所， 确有需要设
置的， 应当依法取得许
可，并避免售卖高盐、高
糖及高脂食品。

按照要求，中小学、
幼儿园食堂不得制售冷
荤类食品、生食类食品、
裱花蛋糕， 不得加工制
作四季豆、鲜黄花菜、野
生蘑菇、 发芽土豆等高
风险食品。省、自治区、
直辖市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可以结合实际制
定本地区中小学、 幼儿
园集中用餐不得制售的
高风险食品目录。

孩子在校伙食到底咋样？ 瞧瞧去
长沙中小学“出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市教育局：把陪餐、留样等监管制度落实到位

食品安全涉及千家万户， 学校食品安全更是社
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保障学生“舌尖上”的安全，是摆
在学校、家长以及监管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近日，
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再陷舆论漩涡。 长沙市中小学的
孩子们在学校吃了什么？食品来源可靠吗？食堂做得
干净吗？3月14日、15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对20多所
学校进行了走访。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为了确保制度的落实，长沙市教育局联合食药、卫生等部门，每
季度开展一次全覆盖检查。同时，对学校食堂实行片区管控，不打招
呼随机抽查。目前，城区中小学的食堂已经普遍实现明厨亮灶。

长沙市教育局局长卢鸿鸣介绍，今年春季开学，市、区两级教育
局已经对全市各中小学校进行了全覆盖的开学工作督导。食品安全
和食品卫生作为督导必查内容，进行了全面检查。卢鸿鸣强调，教育
管理者要将监管责任时刻记在心，丝毫不放松，要把陪餐、留样、定
期巡查等监管的制度落实到位，确保师生食品安全卫生。

校长陪餐，食材信息详细公示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长沙
市20多所中小学发现， 受访学
校食堂每天都会为准备健康而
又安全的学生餐而上演一场食
品安全“接力赛”。

在长沙航天学校，食堂师傅
提前将饭菜盛放在统一制作的
不锈钢饭盘里，井井有条地摆放
在餐桌上， 等待学生们下课就
餐。 副校长廖万忠则跟往常一
样，在午饭前来到食堂，询问食
品卫生情况， 检查饭菜质量。
“学校实施‘明厨亮灶’工程，选
用最新鲜的食材和配料。” 据介
绍， 该校食堂实施标准化管理，
定期给员工进行安全培训，学校
相关负责人也会不定期开展安
全突击检查， 对食材抽样“验
身”，还成立了由学生、家长、教
师代表等组成的膳食委员会，对

学生食堂伙食质量、 食品卫生、
经费收支和服务水平进行监督、
检查和测评。

长郡双语实验中学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学校全方位监控
把关学生的饮食安全，且早已建
立集中陪餐制度，每餐均有学校
相关负责人或老师与学生共同
用餐，及时发现和解决食堂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做好陪餐
记录，学生和家长反响良好。

在雅礼洋湖实验中学，记者
了解到，该校实行食堂满意度定
期调研、提前一周公示“学生食
谱”等制度。在学生餐厅设置“食
材展示柜”，将米、面、油及调味
品的进货渠道、规格、生产日期、
保质期等向师生和家长进行公
示，形成了规范、公开、透明的管
理体系。

政策
学校不得以任何方式从学生食堂盈利

其实， 长沙市教育局2016
年就印发了《长沙市教育局直属
学校学生食堂及超市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办
法》提出，学生食堂管理、食品安
全事故应急处置，校长均是第一
责任人，学生食堂管理工作纳入
年度绩效考核内容，作为考核学
校和校长的重要指标。学生食堂

实施“明厨亮灶”工程，学校不得
以任何方式从学生食堂盈利。

《办法》规定，学生食堂应每
天公示食堂物资采购、带量食谱、
饭菜价格等情况， 每月公示食堂
经费收支情况，自觉接受师生、家
长和社会的监督。 每餐次的食品
成品必须留样， 每个品种留样量
不少于100g，留样时间为48小时。

校园超市禁售不健康食品

4月起，中小学校内
一般不得设小卖部

新高考来了，选科遵循成绩还是兴趣

生涯规划教育
将成中学生“必修课”

链接

春季开学，长沙已对食品安全作全面检查

长沙航天学校，副校长廖万忠在食堂与学生交流。 记者 黄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