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榴下谈》为枣庄本土言论栏目，关注本土民生热点，旨在发掘与展现枣庄的各个社会层面，为您记录那些见思想、展展风

采、有灼见的精彩片段。本专栏以有话枣说、街谈巷议、漫说、读者来信及贴近生活的网友议题等为内容。

投稿信箱：liuxiatan@163 .com；话题QQ：1719269530，新浪微博：今日枣庄-榴下谈

学学生生营营养养配配餐餐值值得得推推广广

在迅速城镇化的当前 ,农村
小学孩子午餐问题一直备受关
注。滕州市界河镇为了解决全镇
九所小学生的就餐难题 ,从去年
新学年开始 ,在全镇小学开展了
学生午餐配送试点 ,让农村三千
多名小学生吃上了干净、卫生、
热腾腾的饭菜。(《齐鲁晚报》4月
25日报道)

众所周知，小学的孩子正处
于生长发育阶段，校方应根据不

同年龄段孩子的生长发育需要，
按照国家有关标准 ,制定科学合
理的带量食谱，有效提高孩子们
的膳食质量，让更多农村小学的
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其实，何止处于成长发育关
键期的农村小学的孩子们需要
健康合理的食谱，诸如咱们枣庄
辖区内各级各类幼儿园，直至中
学的孩子们不同样需要这样令
人食欲大开的“色香味”俱全的

营养配餐吗？滕州市界河镇在全
镇小学开展的学生午餐配送试
点活动，无疑具有标杆和示范作
用。而将这一活动推广到相关幼
儿园和各级中小学，让所有的孩
子在身体发育的每个阶段都能
享受到美味的营养配餐，教育主
管单位和学校没有理由不向这
样理想的方向而努力。

笔者不由得联想到，我的孩
子正上初中，因为住校午饭、晚

饭要在学校食堂里吃。吃了近一
年的食堂，孩子却吃出了一肚子
怨气。一个是学校食堂提供的餐
具不是很卫生，为减少隐患只好
自带餐具；二是就那么几样菜，
而且做得口味也特“坑爹”，很多
孩子虽然交了价格不菲的餐饮
费，也并不在食堂就餐，只是在
学校内小超市里买两个面包充
饥了事。

学生配餐在保证食品安全

卫生和花样丰富前提下，还应根
据孩子们不同个性特点与因人
而异的口味，力争达到个性化、
审美化、营养化的配餐要求。这
样的美食，孩子们必定盼着大快
朵颐，想不吃都难。让孩子们吃
得放心、舒心、开心，体现出教育
主管部门、学校与食堂经营者的
责任与良知。所有的学生家长都
期盼着“孩子在学校就餐的美好
时代”尽快到来。

葛有话枣说

冯勇

葛个论

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在此
向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劳动
者们表示衷心的祝福！真诚的向你
们道一声：辛苦了！

在当今社会中有不少从事脏、
险、累、苦的最底层的劳动群体，他
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也应当和其
他劳动者一样受到社会尊重。但总
有一些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在
老城区一个大型超市洗手间，一位
中年人带着一个小学生进去方便，
看到一位年轻的清洁工正卖力的
拖卫生间地面，二人出门后，这位
中年男子对孩子讲：“你要不好好
学习，长大了就只能干这种又脏又
臭的活！”在文化路十字路口，红灯
一亮，一位打扮入时的中年妇女一
刹车，车后座上一大包食品掉到地
上，正巧一位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环
卫工人拾起交还给了她，她不但不
感谢，还撂下一句让人伤心的话

“你手干净吗？”在一个饭店大堂，
几位建筑工人在用餐，邻桌一对情
侣也在用餐，不多时，这位女士向
男友提出，要换到离这一桌远一些
的地方，原因是她嫌这几位干建筑
队的工人身上脏。

上述这些人用“有色眼镜”看
这些最底层的劳动者实属不该，这
些普通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都和
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谁也离不
了，试想：没有洗手间清洁工的劳
动，你能及时方便吗？没有环卫工
人辛勤的清扫拉圾，你能享受到让
人心旷神怡的洁净环境吗？没有建
筑工人师傅们顶酷暑冒严寒披星
戴月盖起的高楼大厦，你能有温馨
的家住吗？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很光荣，应
当受到社会的尊重。

想当年，首都北京有一位名叫
时传祥的掏粪工人，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受到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他那平凡中
见伟大的举动，至今还让人们崇敬
和赞杨。拿现在的话讲，他的核心
价值观是：人民的需要就是最大的
快乐，掏大粪又脏又臭，但却换来
千家万户干干净净，值！

所以，在我们这个素有礼仪之
邦之称的国度里，人人都是平等
的，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没有高低之
别，贵贱之分，只是分工不同，都应
当受到尊重和善待，人人为我，我
为人人，尊重劳动者，就是尊重自
己！

尊重底层劳动者

才是文明的社会
“亲们,到哪里刷车都花钱,

刷车请到枣庄市中区龙头路与
华山路交叉处向北50米数第二
家刷车,一对老人带着两个小孩,

非常不容易、刷车就来吧!”24日,

记者在微信好友圈看到这样一
条信息,后在网上查到市民已经
在新浪微博、微信朋友圈进行了
大量转发。(《齐鲁晚报》4月25日
报道)

一条小小的微信，看似非常

的不起眼，然而心相牵，情相连
的众多不知名的网友没有将其
视而不见，更没有充当冷漠的看
客，而是积极行动起来，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最动听
的爱的和弦，传递的却是人间大
爱，传递的是爱心和友善！

如今，微博、微信已经从网
络世界的一种沟通和社交工具
逐渐变成了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甚至改变和影响着真实生活。当

个别人利用它来造谣，充当网络
“长舌妇”，惹事生非，甚至有的
沉溺其中玩“微”丧志的时候，好
心人却用它传递正能量。从“全
城买瓜”到吃“幸福饺子”、再到

“全城吃面”、“全城买鹅”，社会
上涌现一大批爱心人士慷慨解
囊，人们一次次为真善美动容，
人间的温暖一次次的被激活，微
博、微信真是功不可没。

给困难中的人以主动帮助，

一个个小小的举动，一个个善意
的微笑，在助人和悦己的同时无
形中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得
以弘扬和传递。一条小小的微信
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重新认识
和定位，更对曾经极少数持有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看
客以深深的震憾，引发人们对友
善和爱心的自觉行动。从这个意
义上说，玩“微”向善应该是大力
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玩玩““微微””向向善善当当提提倡倡
冯燮

戴忠群

别别让让学学校校图图书书馆馆变变成成摆摆设设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 ,记
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中小学配
备的图书馆或图书室多成摆
设 ,图书馆的利用率低 ,造成资
源浪费。而受访的学生中,超七
成称不会去借书。(《齐鲁晚报》
4月24日报道)

多年来，在高考指挥棒的
挥舞之下，学校在追求高端

“分数”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
越偏，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
兴趣已经大大下降。再加上网
络和各种媒体浅阅读的冲击 ,

国人在浮躁心态的困扰之下 ,

很难静下心来细细品读人类
的精神食粮。

孩子们静下心来认真读
书的时间真是太少了，那孩子
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只要是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都
能回答，学校在追求高分数的
道路上以沉重的课业负担剥
夺了孩子的读书时间；孩子们
周六周末，甚至寒暑假，课余
时间依然会被这样那样的补
习班霸占，哪里还有多余的精
力安静地读书。

因为学校的重视程度严
重不足，导致学校图书馆更新
慢、书目陈旧，又欠缺专门教
师管理，本来培养学生良好阅
读习惯的主阵地，却成了令人
尴尬的摆设。为了培养一代高
素质的接班人，强烈呼吁政府
教育主管部门加大对各级各
类学校图书馆的建设与资金
投入，根据时代特点以及学生
的认知水平与阅读兴趣，及时

地更新书目并提升管理水平，
真正让书籍成为学生的良师
益友。

其实，学生每学期都会在
老师的指导下订阅报刊，这些
报刊都是对孩子非常有益的
读物。随着阅读量的不断增
加，孩子们自然会受到潜移默
化的教育。但好事要办好，有
时也并非我们一厢情愿的期
望。对于那些自律性较差，欠
缺阅读兴趣的孩子，平时本来
课业负担就比较重，想让他们
课余时间自觉地读书看报，恐
怕很难做到。很多孩子订的报
刊发到手中一大摞，拿回家中
束之高阁，几近废纸。偶尔翻阅
也是凭个人兴趣，匆匆扫上一
眼，这样的阅读收获自然也就

寥寥了。
既然家长和老师帮孩子订

阅了这些报刊书籍，就应该让
它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家长在
家里应该提醒和鼓励孩子阅
读，最好一起看，适时地讨论一
下各自的心得。在学校里，老师
应引导孩子们利用阅读课，或
者课外活动课，集体阅读共同
探讨，并可组织形式多样的朗
诵比赛、知识竞赛和读后感征
文比赛活动等等。孩子们手中
不同的报刊，可以交换阅读。

总之，学校、老师与家长应
密切合作，有意识地培养孩子
热爱读书的良好习惯，别让学
校图书馆变成摆设，别让孩子
们手中订阅的报刊书籍变成一
堆废纸。

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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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园园牌牌场场岂岂能能屡屡拆拆屡屡建建
王锦南

市中区解放南路的青年园
本是供市民休闲的公园,而17日
记者在采访时却发现 ,公园内
一处绿地成了“牌场”,而且还
设有露天厕所 ,有的打牌者直
接露天“方便”,令人瞠目结舌。
(《齐鲁晚报》4月21日报道)

公园是大家的公园，并不
是牌场经营者的私家公园。作
为公共资源的青年园绿地，受
法律法规保护。《物权法》明文
规定，“国家、集体的物权受法

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侵犯”。但相关法规的出台，并
未震慑住牌场经营者。这只能
说明，有关部门止于“屡建屡
拆”的方式根本未被人当回事。

可以说，牌场之所以能在
“屡建屡拆”中坚持到现在，跟
屡 教 不 改 有 关 。面 对 这 个 牌
场，“屡建屡拆”当然也是必须
的，但“屡建”与“屡拆”出现太
长时间的断层，就容易出现漏
洞。因此，相关部门要建立常

态化的巡查机制，要天天到现
场巡查一番，只要发现牌场在
经营，就要马上采取严厉措施
予以拆除。就算其重新开设牌
场花不了多少钱，但也架不住
天天拆除。可以说，只要牌场
经营者一“屡建”，就马上“屡
拆”，这个牌场又岂能经营到
现在呢？

当然，要想让青年园绿地
回归其公共属性，相关部门就
不能止于“屡建屡拆”，而是要

采取更对症下药的措施。一是
牌场经营者在草地上铺砖的做
法是显而易见对公园环境的破
坏，对这种破坏行为，岂能无动
于衷？二是对公共绿地的非法
占用，不但破坏了公园的形象，
也影响了市民休闲，对这种损
公肥私的行为，岂能不追责？可
以肯定的是，只要追责到位，让
牌场经营者的违法成本高些，
这个牌场才有彻底消失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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