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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中小学进入配餐时代
每天10或15块钱
在校内吃上热乎饭

25日中午11点10分，济南市
胜利大街小学的学生们吃上了
两荤一素的配餐，烤鸡腿、牙签
肉、西红柿炒鸡蛋、培根卷心
菜、米饭还有一份玉米粥，15元
的饭菜孩子们吃得挺香。

“我和孩子他爸是双职工，
上班的地方离学校太远，中午
没法照看她。孩子不用午休，只
需要解决午餐问题。”胜利大街
小学一年级学生小茹的妈妈宁
女士说，孩子在学校里吃饭，人
身安全和食品安全都有保证，
这是她选择学校配餐的理由。

在高新区凤凰路学校，政
工科教师殷瑾瑾介绍，大约 40%
的孩子在学校吃配餐，其他孩
子大多数由家长接回家吃午饭。

“最早完成配餐全覆盖的
是市中区，81 所中小学中除 4
所学校学生无就餐意向外，其
余 77 所学校已全部解决学生
午餐问题，1 . 6 万余名学生中午
在学校就餐。历城区有配餐需
求的 11 所学校学生也将在这
个月底吃上放心午餐。”济南市
教育局宣传处处长李艳介绍，
经前期调度，高新、槐荫、天桥
三区主要通过学校配餐方式满
足学生就餐需求；市中、历下、历
城三区主要采用社会上小饭桌
服务加学校配餐的方式。目前，
主城区90%的学生解决了午间
就餐需求，其中，60%的学生通
过学校食堂或配餐方式解决午
间就餐问题，30%学生选择了校
外小饭桌，另有3%左右的孩子
回家吃饭。

学校引入配餐竞争制，家委会当评委
运营了近5年的尚食源餐饮

公司，算是配餐行当里规模比
较大的。“我们现在负责23家学
校的午餐配送，主要是市中区
和槐荫区的学校。”运营部的高
总监说，由于许多学校开始推
行配餐制，最近他们的配餐订
单猛增，每天需要派送7000多
份，比以往增加了3000多份。有
一大批学校加入到了配餐的队
伍，如经五路小学、省实验中
学、回民中学等都是新加入配餐
队伍的学校。

“现在餐饮卫生标准比以往
高很多，特别是给中小学生配
餐，压力更大，我们在每个环节
都设有检验员、食品都要留样以
备查验，每个环节都需要人手。”
主要配送范围在高新区的龙祥
生配餐公司的负责人成刚说，现

在配送的几家学校都在用招标
的方式确定与哪家配餐公司合
作，一般合同只签一年。

配餐公司生意红火，校方如
何选择和监管呢?有着十多年配
餐经验的胜利大街小学，为了保
证学生们午餐的质量，今年9月
起采取了优胜劣汰的“竞争”办
法。“学校采取了两家配餐公司
同时进校园的形式，一家公司服
务一至三年级，另一家公司服务
四至六年级，以月为单位进行轮
换。”济南市胜利大街小学副校
长任伟介绍，两家公司一家是长
期合作伙伴，工作人员都是“奶
奶级”，另一家公司更为年轻化，
工作人员大多为“阿姨级”。“两
家公司在菜品口味和服务管理
上都有所区别，一方面能让孩子
们的饮食更加丰富多样，经常换

换口味，另一方面两家公司可以
产生一个良性竞争的状态，我们
学校方和家委会也可以有对比
的进行测评和更换。”

除此之外，胜利大街小学在
所有班级安排了不同的小饭桌
课程。如网上冲浪、有声故事、人
文讲坛、影视欣赏等，各班的学
生在午餐后就在教室进行活动
和休息。

扰民的小饭桌关停了，正规小饭桌受影响不大

别让午休的一张床“绑架”学校
□记者 刘一梦

从10月份开始，济南市大部
分中小学生都能吃上热腾腾的
午饭配餐，在解决午饭问题后，
有的家长又开始担心了：选择校
内配餐让午饭有着落了，但午休
怎么办？“孩子中午得不到充分
的休息，会不会影响下午的听
课？”“在桌子上趴着毕竟对孩子
身体不好，要是在学校吃完饭后
能有地方睡觉就好了。”

目前大多数的小饭桌都是
吃饭和午休相配套的，每个月费
用在600-800之间，与学校配餐相

比，虽然需要孩子出校园后再走
一段路程，但毕竟有一张能睡午
觉的床。对此，有的家长表示，是
否选择校内配餐就隔着一张床
的距离了，既然解决了配餐问
题，哪怕再交点钱，是否可以在
配餐后再提供能睡觉的床位？

“今年是解决大班额的最后
一年，许多学校改扩建的教室刚
刚投入使用，济南主城区大多数
的学校校舍都接近饱和，许多孩

子好不容易从拥挤的教室搬到
了宽敞的地方，有许多学校活动
的地方都还不够用，从哪里再找
地方放床铺呢？”济南一小学校
长表示，目前提供配餐的学校基
本都开放了教室、图书阅览室、
体育艺术场馆等场所并配备了
师资对孩子们进行监管，但济南
大多数中小学连建食堂的地方
都没有，更是无法满足学生的午
休需求，这并不是钱的问题。

“午休因人而异，一般 3 年
级以下的孩子对午休要求比较
高，而 3 年级以上的孩子独立性
比较高，如果精神状态可以的
话，在教室趴一下或者在学校里
看看书活动活动也是不错的。”
蓝鲸餐饮管服务有限公司的运
营总监张耀梁说，不是每一个孩
子都一定需要午休，所以没必要
拿着午休的问题要求学校，如果
孩子确实需要午休，慎重选择校

外较规范的星级小饭桌就可以。
济南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

之所以学校没有添加小饭桌、小
床铺有很多客观原因。首先，根
据教育规定，二者都属于经营性
业务，超出了学校正常教学范
围。其次，建造宿舍、食堂等场所
会影响教学功能区的面积。另
外，学校如果开设此类服务一定
会付出人力财力，涉及食品安
全、人身安全责任，而学校和老
师们的主要任务是教育教学，如
果过多承担社会责任，必然教学
质量受到影响，所以犯不着用一
张午休的床“绑架”学校。

□记者 刘一梦
见习记者 郝小庆

9月初，济南市教育
局发布消息，将积极推广

“食堂+配餐”模式，新建
学校必须配建食堂，老学
校尽快解决就餐场所问
题，到9月底，济南市主城
区中小学实现配餐100%
全覆盖，解决学生们的吃
饭问题。

眼看到月底了，学校
配餐的覆盖程度如何了？
午饭后学生的午睡如何
解决？往日学校周围的

“小饭桌”又将何去何从？

日本中小学
配午餐营养师

日本《学校供食法》明确
规定在全国施行义务教育的
中小学校推行学生营养午
餐，已经有 50 余年了。

日本大多数中小学都配
有1名营养师，由各县教育委
员会认定聘任，并颁发证书。
营养师负责调制和实施学校
午餐食谱，以及对学生进行
营养指导。配餐中心独立于
学校之外，通常配备数辆送
餐车，送餐距离在 4 公里左
右，由配餐中心的认定和审
批，由地方政府负责。

美国建立“农场
校园直通车”

在美国，几乎所有公立
中小学和非营利的私立中小
学都为学生提供午餐。这一
项目始于 1946 年，加入该项
目的学校供应的每份午餐都
可获得联邦政府的现金补
贴，但前提是必须达到联邦
政府制定的营养标准。

为了改变美国儿童肥胖
症的发病现状，美国联邦农
业部还建立“农场-校园直通
车”计划，鼓励学生多吃水果
蔬菜。学生在吃到新鲜食品
的同时，会收到每个特色果
蔬品种的信息卡，内容包括
产地信息和营养价值等。

俄罗斯全国竞赛
促学生餐改革

2008 年至 2009 年，俄罗
斯教育科学部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了一项学生餐竞赛。参
赛的学生餐实验方案由联邦
主体提交，通过竞赛选拔出
能够满足学生需求的学生餐
实验方案。俄罗斯政府每年
从预算中划拨 5 亿卢布用于
奖励在竞赛中获胜的联邦主
体，联邦主体可利用这些资
金为学校厨房更新设备。

2008年，完善学生餐的
实验方案在俄罗斯21个地区
试行，345所学校食堂得到整
修，45 个校际基地型食堂和
学生餐联合体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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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凤凤凰凰路路学学校校，，值值班班老老师师和和学学生生一一起起吃吃配配餐餐。。见见习习记记者者 郝郝小小庆庆 摄摄

胜胜利利大大街街小小学学的的孩孩子子在在吃吃

配配餐餐。。记记者者 刘刘一一梦梦 摄摄

与红红火火的配餐公司相
比，学校周围的小饭桌生意受到
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先是拆违
拆临的行动拆掉了不合规的小
饭桌，又说小饭桌不能在居民楼
内做饭扰民，现在中小学又开始
大规模推行配餐，小饭桌越来越
不好干了。”一家藏身于舜玉小
区的小饭桌老板坦言，如果继续
做饭会面临扰民被关停的风险，
但为了减少油烟重新装修的话，
又将增加一大笔额外支出。

记者从济南市食药监部门
了解到，因为小饭桌性质特殊，
经营者取得食药监部门发放的
校外托管场所登记证，卫生、安

全、消防达标后，即可经营。“居
民楼内的小饭桌还能否开火做
饭，取决于是否存在油烟扰民的
情况，也就是说油烟排放是否达
标。”济南市中区食药监局食品
监管科的工作人员表示，许多被
关停的都是不达标、不合格的托
管机构，而较为正规的托管中心
和小饭桌受影响并不大，许多家
长会因为午休和饮食习惯问题
选择校外的小饭桌机构。

济南市市中区的舜耕小学
这个月刚刚开始实行配餐。记者
走访了舜耕小学附近的几家小
饭桌，发现其生意并未受配餐影
响。中午临近放学，在校门口等

候的除了孩子家长，还有各个小
饭桌的工作人员。“我们中心目
前招收了20多个学生，一年级到
六年级都有，没有一个打算退钱
改吃学校配餐。”响叮当少儿托
管中心的工作人员说，还有好几
个家长专门打电话告知不会改
吃配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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