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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的鸡腿，“发霉”的毛
肚……成都七中实验学校这场舆
论风暴的掀起， 仅用了3小时14分
钟。3月12日晚，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多位家长将食堂拍摄的鸡腿、毛
肚、 肉夹馍等照片发布到网络，反
映孩子就读的学校食堂有过期、
发霉变质、有添加剂的食品，并表
示长期吃食堂的孩子们出现便秘、
口腔溃疡、胃疼等症状。随后事件
在网络持续发酵。

在深入调查之后，当地政府和
警方公布，成都七中的“问题食品”
均系恶意人为，是个别家长“为了

想让大家看看学校不好的一面”、
“让大家众志成城反对学校食品不
安全”等原因，制造假照片在微信
群传播并煽动闹事，因此涉嫌寻衅
滋事、损害他人名誉，三名主要涉
事家长也将面临严厉处罚。

尽管事情的反转让人大跌眼
镜，但舆论围绕“校园食品安全”的讨
论依然没有平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
保证校园的食品安全？ 在安全出现
问题后，又应该如何应对？这考问的
不仅仅是相关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
否真正走上良性轨道， 也考验着监
管部门、负责单位的能力和智慧，以

及是否具备面对社会的真诚态度。
从成都七中的食堂管理来看，

很明显缺乏一个透明的监督机制，
尤其是对于这种外包的食堂，本该
更严格地进行监督，但成都七中不
仅家校之间没有形成一个联动的
监督体系，学校自身的监督显然也
是很不够的。 正因为监督机制不
存，所以发生了问题之后，人们自
然会猜测此事由来已久，甚至有可
能还有更恶劣的情况没有被曝光，
而七中作为一所收费颇高的实验
中学，家长们在付出了相当的成本
之后，其子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优

质食品保障，更加会引发他们的怒
火。同时，由于不具透明性，一旦发
生像这种“制假泼脏水”的事情，学
校也很难自证清白，难以消弭公众
的怀疑情绪。

事情发生之后，校方的危机处
理方式其实也欠妥当，尤其是在对
外界公布相关情况的时候，被网络
舆论广泛质疑“避重就轻”，如食材
检测，最重要的“菌落数量”检测没
有明示，只是含糊地说相关抽检食
材都符合国家标准。照理说，在这
样的危机事件处理中，信息披露得
越翔实， 越能打消公众的疑虑，也

越能显出校方的真诚，显然，在危
机处理智慧和真诚度上，这样的表
现也是要打折扣的。 这些问题，都
是属于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系统
性工作，透明机制、监督保障，既需
要制度来约束，也需要学校的道德
感和极强的责任心。

学校食品安全无小事，唯有完
全透明化、强有力的监督，才能让
学校的食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学
生是祖国的未来，提升校园食品安
全也是对孩子们最基本的呵护，否
则，若安全无保障，何谈其他更多
的发展？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3月18日讯 今天上
午， 我省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
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精神。省
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主持会议并传达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有关重
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刻领
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
热潮， 扎实推动全国两会精
神落地落实，着力促进全省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
定。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传达
了王沪宁、王岐山、胡春华等中
央领导同志在参加湖南代表团
审议时的讲话精神。

会上，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
任刘莲玉分别传达了全国两
会精神。 省委副书记乌兰，以
及副省级以上领导和老同志出
席会议。

杜家毫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两会期间发表的一系列
重要讲话，是这次全国两会精神
的重要内容，为湖南做好改革发
展稳定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我
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系统理
解、融会贯通把握，真正转化为
推动湖南各项工作的思路举措
和实际成效。各地各部门要聚焦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围
绕政府工作报告、外商投资法及
有关文件精神，迅速兴起学习宣
传贯彻热潮。

杜家毫强调，要以实际行动
扎实推动全国两会精神落地落
实。 要坚定不移打好三大攻坚
战， 抓好已脱贫人口巩固提升，
坚决攻克贫困最后堡垒，力争今
年实现贫困县摘帽，明年全面完
成贫困人口脱贫;加强脱贫攻坚
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衔接，继续
实施三个“百千万”工程，推动乡
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五个振兴”;以“一湖四水”为主
战场， 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继续深入
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集中
精力抓项目、扩投资、兴产业、强
实体、稳就业。要坚定不移深化
改革开放，以推动外商投资法实
施为契机，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要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
一步做好人大、政协工作，支持
“两院”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
权、检察权，不断提高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
化水平。要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 认真落实中央关于解决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
部署要求; 牢固树立正确发展观
政绩观，坚持用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的思想指导工作，以党和政府
的“紧日子”换取人民群众的“好
日子”。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今日
获悉，46集大型革命题材电视剧
《共产党人刘少奇》 将于19日晚8
点起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首播，每晚
两集。该剧由中央电视台、中国中
共文献研究会、湖南省委宣传部等
单位联合出品，湖南和光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等单
位联合摄制。

《共产党人刘少奇》是湖南和光
传媒继《恰同学少年》、《毛泽东》、《秋
收起义》之后，又一部湖南红色题材
的扛鼎之作。 该剧由海波编剧，嘉
娜·沙哈提担任导演。青年演员赵波
饰演刘少奇，侯京健、夏德俊、肖宗灵、
耿一智分别饰演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任弼时，徐百卉饰演王光美。
■记者 袁欣 通讯员 孟斌 孔泠涵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月18日上
午在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 向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
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他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
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退休教授林泰、 中国人民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建
军、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
级讲师陈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徐川、新
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王学利、 西安兴华小学
二级教师王良、 武汉市解放中学
高级教师吴又存、 华东师范大学
第一附属中学高级教师陈明青先
后发言。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大中
小学循序渐进、 螺旋上升地开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
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 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 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
课，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铸魂育人。 思政课作用不可
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

习近平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
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
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
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第一，政治要强，让有信仰的人
讲信仰， 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
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第
二，情怀要深，保持家国情怀，心里
装着国家和民族，在党和人民的伟
大实践中关注时代、 关注社会，汲
取养分、丰富思想。第三，思维要
新，学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创新课堂教学，给学生深刻
的学习体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理想信念、 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
第四，视野要广，有知识视野、国际
视野、历史视野，通过生动、深入、
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讲明
白、讲清楚。第五，自律要严，做到
课上课下一致、 网上网下一致，自
觉弘扬主旋律， 积极传递正能量。
第六，人格要正，有人格，才有吸引
力。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习近平强调， 推动思想政治
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
政课的思想性、 理论性和亲和
力、针对性。

习近平强调， 办好中国的事
情，关键在党。学校党委书记、校
长要带头走进课堂， 带头推动思
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
要配齐建强思政课专职教师队
伍。 鼓励教学名师到思政课堂上
讲课。 各地区各部门负责同志要
积极到学校去讲思政课。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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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
进社区

3月18日， 长沙市芙
蓉区东湖街道韶光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 青年志愿者
在帮助老年人做康复治
疗。当天，由芙蓉区政府投
入 190万元资金建成的

“睦邻健康养老”日间照料
中心正式启用。 该中心可
提供用餐、护理、陪伴、休
闲、学习等服务，成为辖区
老年人的一个24小时开放
的“家”。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罗园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