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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明餐桌开始

记者
观察

■ 本报记者 周慧超

“舌尖上的文明”是衡量一个城市
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也是反映社会文
明的一个重要窗口，更体现了中华民族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传统
美德。
关于吃饭这件小事，自古就有“一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
力维艰”
“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
名言警句，提醒我们要珍惜粮食。随着
时代的发展，餐桌文明也渐渐成为了城
市文明的一个缩影。近日，记者走访九
江多家餐饮店发现，适量点餐，不剩菜、
不剩饭已成为大部分市民的自觉行为，
文明用餐正逐渐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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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就打包，积极营造文明的就餐环境，享受“文
明用餐，厉行节约”的绿色消费。三、营造餐桌
文化。倡导餐桌礼仪，微笑服务，礼貌待客；遵
守公共道德规范，排队消费，文明用餐，爱护用
餐环境；不在餐饮场所肆意喧哗，不在禁烟场
所吸烟，不带宠物进餐厅；不劝酒，不酗酒，开
车不喝酒，酒后不驾车。四、养成良好习惯。
坚持低碳环保，倡导使用“公筷公勺”。树立科
学饮食新理念，荤素合理搭配，摒弃不良饮食
陋习。提倡少油、少盐、少糖、低脂食品，养成
健康的生活习惯。五、增强食品安全意识，严
把食材进货验收关，严格执行餐(饮)具清洗及
保洁制度，为消费者餐桌上提供放心菜、放心
油、放心食品。六、合法诚信经营。亮证经营，
管理规范，服务优质，诚实守信，老少无欺。不
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野生保护动物。

宴席浪费仍很突出
“光盘行动”开展五年多来，适量点餐、吃
不完打包的习惯已深入人心，节约不浪费的好
风尚已然成为主流。近日，记者在九江城区多
家饭店走访时发现，在婚丧嫁娶期间，餐饮浪
费仍是
“重灾区”
。
日前，记者在滨江路一家酒店参加婚宴时
看到，几乎每个餐桌上的菜都剩下很多，打包
的人也很少。采访中，一位受访者表示，很多
人认为婚丧嫁娶宴席上的菜如果被吃光，就会
显得主人招待不周，很多人怕“光”了盘子“丢”
了面子，所以宁愿浪费，也不能丢人。市民赵
女士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她参加了十多场婚

宴，一般情况下一桌坐 10 个人、最少十二个
菜，
菜多人少，
浪费严重。
城区九龙街上一酒店经理陈先生说：
“婚
丧嫁娶宴席，一般饭店都要求提前点菜。有些
市民怕位置不够，往往多订席，最后容易出现
桌多人少、浪费严重的情况。”
采访中，许多市民表示，参加婚丧嫁娶宴
席的都是主人的亲朋好友，用丰盛的宴席款待
客人，能充分显示主办者的热情、真诚和谢意，
这是人之常情，但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铺张
浪费。大家都应该行动起来，在婚丧嫁娶宴席
中开展
“光盘行动”
。

外卖食品包装过度
如今，随着餐饮外卖的迅速发展，人们足
不出户就能享用到各种美食，然而，在快捷方
便的同时，大多数外卖存在过度包装，大量餐
袋、餐盒不仅造成了浪费，也产生了更多不可
降解的垃圾。而对于外卖餐袋、餐盒的回收基
本属于空白状态。
就外卖的包装，不少消费者认为完全可以
简化，没必要太过繁琐。家住濂溪区中辉世纪
城的陈慧女士经常叫外卖，她给记者举了一个
例子，比如从万达商场的一家奶茶店点了鲜榨
玉米汁，没想到居然是用玻璃瓶装的，她认为
玉米汁不属于高温热饮，完全可以用塑料瓶
装，根本没必要用玻璃瓶，商家成本高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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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显著位置展示行业规范，亮证经营；
2、大堂、餐厅内有明显禁烟标识，无吸烟
现象、无露天烧烤、
无乱排油烟现象；
3、经营性场所管理规范有序，重要场所
有效开展文明引导；
4、餐厅和餐桌设有“节俭养德”、
“文明餐
桌”温馨提示标牌；
5、落实公共用品、用具消毒制度；有健康
证、卫生知识培训证及文明手册及“五病”调
离制度；
6、服务员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规范服
务，主动提醒顾客适度点餐；
7、有符合标准的物防、技防、人防、消防
设施(消防通道、楼道不被占用)；
8、门口有无障碍设施，公用卫生间有无
障碍厕所，且能正常使用；
9、服务明码标价；
10、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查阅投诉处
理记录)；
11、大厅无乱扔杂物、随地吐痰现象；
12、醒目位置设立“遵德守礼”提示牌；
13、设立志愿服务台，有便民服务活动记
录和台账。

今年 6 月份以来，九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联合浔阳区、濂溪区、开发区、柴桑区、八
里湖新区市场监管局，召开相关餐饮单位负责
人会议，动员部署“文明餐桌行动”，开展倡导
绿色生活反对铺张浪费行动，抵制餐桌浪费、
包装过度、生活浪费等不良风气。在各餐饮服
务单位和机关食堂张贴文明餐桌公约和宣传
图片，
营造文明节俭的用餐环境。
民以食为天，食以礼为上，小餐桌体现大
文明。九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全市餐
饮行业及广大市民发起“文明餐桌行动”倡议：
一、积极参与行动。从自身做起，积极参与文
明餐桌行动，争做“文明用餐、厉行节约”的宣
传者、实践者、引导者。二、坚持合理消费。培
养节俭用餐习惯，坚持按需点餐、理性消费、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做到不剩饭、不剩菜，吃不

售价也就高了，
最终买单的还是消费者。
张晓鹏在开发区从事售楼工作，由于工作
忙，他的午饭基本上是以外卖为主。他对外卖
过度包装也颇有微词。前几天，他和同事一起
点了汉堡炸鸡套餐。外卖送到后，他发现不仅
每个汉堡都用纸盒装着，而且汉堡也用纸包
着，而完全一样的三份炸鸡，也分别用三个纸
袋包装在三个纸盒内。最后把所有的食品装
入一个大纸盒，再用塑料袋送来。张晓鹏说，
外卖食品包装注重卫生没错，可就像汉堡用纸
包严实了，根本就没必要再用纸盒装。而口味
相同的炸鸡，更是没必要每份都分开包装，这
么做实在是太浪费了。

打包成本有待降低
餐前提醒顾客合理点单，餐后提醒
顾客打包剩菜剩饭，如今成为很多酒店
服务员的“必修课”。
“每次客人点菜时，
我们服务员都会根据就餐人数提醒顾
客点几个菜，点多了，在核菜时会建议
减去一两个菜，以免浪费。”在长虹立交
桥附近的一家饭店，饭店负责人介绍。
在市中心新桥头的一家自助烧烤店里，
记者看到不少顾客在自助取食时，一次
只取两三样，吃完再取。
“ 以前吃自助
餐，心想反正钱花了，不吃回来吃亏。
最后往往还有大量菜没吃完，造成浪
费。”市民张先生介绍，现在大家响应
“光盘行动”
，都是吃多少拿多少。
“我们刚把杜绝浪费的招贴设计出
来，正打算连夜印刷，明天就可以挂出
来了。”九江一家老牌餐饮企业总经理
郭先生介绍，该企业工作人员正在制作
“杜绝浪费”的展画。在餐饮行业，一直
有一句话叫作“四菜一汤，吃到中央”，
最高规格的国宴，也不过如此，大家吃
得理性一些有何不可？该企业也专门
对所有服务员进行了点菜知识的培训，
让他们能够帮助消费者不留
“剩宴”。
而在打包时，许多消费者又面临一
个难题：本想打包，但是打包盒却要一
元一个，有的消费者念及如此，就懒得
打包了，
“ 菜没剩下多少，但是品种多，
又不能混装，本来就想打包，但是一想
打包盒还要个几块钱，有时候就想算
了。”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在外吃饭的何
先生说。记者上网查询，以淘宝网为
例，1000ml 的大打包盒 300 个为 110 元，
算下来单价为 0.36 元一个。但是现在
市场上酒店里需要饭菜打包都是 1 元一
个。何先生认为，
“既然推行文明餐桌，
能不能让商家规定，两个以内给消费者
免费使用，多的再按照一定价格收取费
用？文明餐桌，杜绝浪费，商家也应该
出一份力。
”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争做文明九江市民
系列报道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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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长大了 人口增多了

九江新建一大批学校育幼苗
■ 本报记者 周慧超
教育，一直是中国父母关心的大事，
暑假里，九江的一些家长为“学区”一事
闹得“脑壳疼”。有人买了所谓学区房却
报不上名，有人看着家对面的“好小学”
却不能就读而望洋兴叹。学区之争说到
底其实是教育资源紧缺。
近年来，九江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
度，不仅对一批中小学、幼儿园进行改扩
建，而且新建了多所学校，以提供更加充
足的教育资源。

八里湖新区
长江周刊记者从八里湖新区文教体
办公室了解到，该区十分重视缓解新区
义务教育阶段的就学压力，大力度投入，
推进新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规
划新建八里湖一小、八里湖二小和九龙
新城幼儿园；新区对接收的向阳中心小
学、七里湖中心小学、九龙村小学、青峰
小学、白合小学和杨花小学将投入近 200
万元用于校舍维修与提升。
九龙新城公办幼儿园位于九龙新城
西南角、杏林路北侧，规划用地总面积为
5333.33 平方米，合同价 1500 多万，已经
开始施工。这所幼儿园将九江市政府幼
儿园接管，建成后将大大缓解附近适龄

儿童的入学难情况。该幼儿园建设占地
8 亩，计划招生 280 人左右，开设 12 个教
学班，
项目总概算为 2187.36 万元。
八里湖新区第一小学位于御湖苑小
区后面，规划用地总面积为 25411.4 平方
米，投资 1.15 亿元。规划按 24 个教学班
设置，六年制小学，已于 8 月 8 日破土动
工，
力争于 2019 年 9 月份开学投入使用。
八里湖新区第二小学位于八里湖新
区长虹西大道北侧，园艺路以东，十里河
南路以南，规划用地面积约 43 亩，计划
开设 30 个教学班，投资 8000 万元。计划
今年 9 月底开工建设，
明年 9 月份开学。

濂溪区

今年秋季开学，可容纳 1620 名学生
的浔南小学投入使用，不仅是学区内孩
子的福音，也有助于化解周边学校大班
额。
今年暑假，浔南小学的学区划分一
事引来不少讨论，这也牵出了濂溪区教
育资源紧缺的现状。针对此情况，濂溪
区教育部门采取了多种方式来改善。目
前，濂溪区教育部门正在对浔南片区的
教育资源作出进一步整合升级。首先将
对民德小学进行升级改造。民德小学作

为濂溪区老牌小学，硬件的改造势在必
行，老师的队伍建设也同步进行，将对民
德小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补充一批经
验丰富的老教师到民德小学。同时，除
了今年开学的浔南小学，还将在浔南片
区兴建一所新的学校。另外，还将采取
多校联动的模式，成立办学联合体，比如
浔南小学和民德小学管理同步、资源共
享。
濂溪区除新建了浔南小学外，还有
高垅中小学、外国语学校、莲花小学的新
建及改扩建项目可新增学位 3800 个，9
月 1 日全部投入使用。

浔阳区、开发区
在学校的“改扩建”上，浔阳区和开
发区也不甘落后。浔阳区积极推进浔东
小学扩建、新村小学新校区等一批惠民
项目。其中浔东小学扩建项目预计 2018
年年底竣工，新村小学新校区正在办理
报建手续；浔阳区第二幼儿园也于今年 9
月 1 日正式开园。
开发区投入 2 亿多元兴建了九江市
双语实验学校、港城中学、港城二小、区
中心幼儿园，目前都已投入使用；近期又
启动九江双语学校重庆路校区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