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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节约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但是，一些餐饮陋习和浪费现象仍不
容忽视，勤俭节约、制止浪费，在全社会真
正建立起合理、健康的饮食文化，不但需
要加强宣传教育，更需要从制度层面强化
行为引导和规范。

近日，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和中国烹饪
协会起草的《宴席节约服务规范》（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规范》）开始向社会征求
意见。《规范》对餐饮服务单位的经营通用
规范、职业道德、宴席节约服务标准等都
做出了相应要求，涉及宴席的采购、原材
料包装、菜单定制、餐后打包等整个流程。

宴席走向节约、服务更加规范，到底
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建立宴席约束机制并形成
示范

日前，联合国发布《2020年世界粮食
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由于新冠肺
炎疫情对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影响，一些
国家弱势人群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很
可能进一步恶化。这从一个侧面提醒我
们，保证粮食安全必须从生产和消费多维
度提高认识，增强危机意识，警钟长鸣，常
抓不懈。

专家表示，要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目
标，需要做好顶层谋划，在生产、服务和消
费层面，将节约理念、绿色观念和危机意
识纳入社会管理体系之中。

“实现国家粮食安全，迫切需要餐饮
业建立健全标准，提升餐饮企业绿色发展

的水平，引导餐饮企业主动学习、
适应、引领绿色发展理念和服务方
式。”江苏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宋东
林教授表示。

宴席是餐饮消费的重要形式，
也是餐饮浪费的重灾区，制止宴席
浪费是转变消费观念的一个重要
举措。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发
布的《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
告》显示，中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
费量为每人每餐93克，浪费率为
11.7%。

“在管理学中，对于人员、资源的不充
分利用都称为浪费。”江苏大学知识产权
学院副院长赵观兵副教授认为，宴席中，
人力资源没有合理分配，生产成本没有很
好控制，组织结构和工序的不合理，再加
上冗杂的步骤程序，都会使得时间、人员、
资源无法合理有效利用。

避免这种“舌尖上的浪费”，每个餐饮
企业都应实行合理的标准化管理，而《规
范》的出台，恰恰能做到“管理有标准”，有
利于增强餐饮行业的市场意识和质量意
识，稳定提高产品生产、服务质量，提高整
体的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的竞争力，有利
于餐饮行业朝绿色化方向发展，对减少浪
费、养成厉行节约的风气起着有力的促进
作用。

宋东林表示，实施《规范》的预期直接
效果是建立宴席约束机制，以规范的形式
引导宴席生产、服务和消费行为，逐步改
变宴请的唯面子陋习；预期间接效果则是
示范效应。“通过宴席上的节约意识和行
为的养成，培育健康的饮食文化，在全社
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他
说。

监管和引导并举实现观念
重塑

《规范》实际上发挥了行业监管和行
业自律的作用，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对遏
制餐饮浪费进行全面、明确、细致、系统的
规定，真正从制度上遏制浪费现象，打造

健康的饮食文化。
记者注意到，基于系统性和流程化思

维，《规范》分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
语和定义、经营服务通用规范、职业道德、
宴席节约服务标准六个部分。这其中，经
营服务通用规范、职业道德、宴席节约服
务标准无疑是《规范》的核心内容。

“遏制餐饮浪费，需要餐饮企业承担
更大的责任，更多地参与进来。”江苏大学
法学院院长李炳烁教授认为，《规范》要求
餐饮企业从宴席的各个环节入手，加强制
度监管和合理引导，通过食材集中管理、
中央厨房、人菜匹配、配备点菜师等制度
举措，以监管和引导并存的方式催生勤俭
节约的内生动力，实现餐饮文化从观念到
行为的重塑。

赵观兵认为，《规范》中对餐饮企业的
要求主要体现了三个服务链条关系。首
先，餐饮基层员工是为顾客提供服务的，
要主动提示顾客将未食用完的菜品打包，
并提供打包服务；其次，执行层管理者为
基层员工提供服务，餐饮企业应在宴席菜
单上备注单个菜品主材重量，对服务员进
行点菜培训，对每个宴席套餐提出食用人
数的建议；第三，决策层为执行层管理者
提供服务，对大众餐饮和中高档餐饮服务
单位建议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根据宴席
预订情况预估原材料消耗量，合理确定原
材料采购量，倡议设立点菜师。

城市共享中央厨房激活新
经营模式

随着科技经济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新
兴经营模式不断涌现。在共享经济的概
念下，共享充电宝、共享单车、共享汽车
……大批共享经营形式不断涌现，但是，
城市共享中央厨房还是很多人脑海中的
陌生概念。

《规范》中提到了城市共享中央厨房
的概念，这对餐饮行业从原材料生产、配
送、加工等各个环节的更新升级有何影响
和意义？

江苏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邹小波教授告诉记者，中央厨房一头连着
农业、农村、农民，一头连着工业、城市和

市民。“它是第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有机
载体，亦工亦农亦服，可以为耕者谋利，也
可以为食者造福。”

邹小波认为，随着中央厨房的进一步
发展，中央厨房的经营将发展成为对接零
售业的一个新型业态，其经营模式包括

“农产品或食品加工厂+连锁专卖店”“农
产品或食品加工厂+社区网点”“农产品或
食品加工厂+零售商”等。

《规范》鼓励发展城市共享中央厨房，
无疑是引导餐饮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信号，
也提出了宴席节约服务的技术方向。随
着市场环境的改变，大众化餐饮企业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增速放缓，邹小波认为，城
市共享中央厨房是实现餐饮业转型升级
的有效运营模式。

毫无疑问，城市共享中央厨房的兴起
可以满足餐饮企业的需求，降低餐饮企业
的运营成本，促进餐饮业产业链的升级，
节约食物资源，推进绿色餐饮发展；还可
以发挥延伸效应，为普通百姓提供半成品
生鲜净菜，面向养老机构、社区提供营养
餐食，在城市居民社区开设冷鲜食便利
店、超市等。

“城市共享中央厨房体现了工业工程
管理的理念：优化流程，提高效率，降低成
本，提高质量。”赵观兵说，从餐饮企业管
理角度来看，集中统一配餐，使规模化降
低成本的愿望成为可能，同时也可直接加
工成成品，直接配送销售给顾客，提高了
服务效率。而这也是《规范》希望达到的
目标。

专家也表示，目前，《规范》还是征求
意见的阶段，而其中提出的城市共享中央
厨房作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更是还有很
长一段路要走。不论是在中央厨房经营
能力、技术创新、可追溯供应链方面，还是
上游农产品质量、食品卫生管理、餐饮商
户的经营意识等方面，城市共享中央厨房
还有很多政策法规需要完善。

“城市共享中央厨房需要通过不断加
强自身标准化建设和提高安全健康管理
能力来提升消费者信心，为老百姓的饮食
健康护航。”邹小波认为，这也是未来执行
落实《规范》，在技术层面需要注意完善的
地方。 据《科技日报》

明确服务标准、设立点菜师、发展共享中央厨房……

拒绝“剩宴”，向舌尖上的浪费说不
●吴奕 张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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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秋季，天气转凉，昼夜温差比
较大，容易患感冒。”自治区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陈丽萍提示，居民要适当锻炼，均衡饮
食，保证充足睡眠，提高免疫力。

陈丽萍建议，早晨起床后，应及时
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早晚需
注意保暖。家中成员如患感冒，应避免
滥用抗生素类药物，勤洗手，注意手卫
生，在咳嗽、打喷嚏时，有意识用纸巾掩
住口鼻。秋季是感冒等流行病的高发
期，锻炼身体是提高自身免疫力最好的
方法。

“居家期间，很多人生活秩序被打

乱了，这样对身体很不好。”陈丽萍说，
应适当锻炼，保持良好的心情，不焦虑、
不急躁、不劳累、不熬夜，保证充足睡
眠，这样有利于自身免疫力的提高。

此外，秋天来临，一定要注意适时
补充营养，抵御天气变化给身体各机能
带来的影响。要合理饮食，按时三餐，
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多吃水果蔬
菜，切勿以油腻辛辣食物为主，多喝白
开水。陈丽萍提醒，本身患有基础性疾
病的人群，特别是呼吸系统慢性疾病患
者，更要注意保暖，规律用药，保持良好
的心情。

据《新疆日报》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日前发
生剧烈爆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名
黎政府官员说，爆炸可能由存放在港口
仓库中的2750吨硝酸铵引起。硝酸铵
爆炸威力为何这么大？如何避免此类
事故发生？

硝酸铵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晶体，
易溶于水。硝酸铵用途广泛，可用作
化肥和制造炸药等。在用作化肥时，
硝酸铵往往以颗粒状存在，遇到水分
能快速溶解，从而释放出植物生长需
要的养料——氮。

硝酸铵也能作为炸药原料。虽然
在常温下稳定、不易燃，但它也是一种
氧化剂，遇见可燃物着火时，能助长火
势，并能与可燃物混合发生反应而爆
炸。硝酸铵在受热或受到剧烈撞击时
也会爆炸。根据受热温度不同，分解产

物也不同；温度越高，有关反应越迅速，
到400摄氏度以上时，它会剧烈分解并
发生爆炸。硝酸铵与还原剂、有机物、
易燃物等混合时，也可形成爆炸性混合
物。

2750 吨硝酸铵爆炸的威力有多
大？有业内人士表示，贝鲁特港口区此
次事故的破坏性，相当于一枚小型核弹
爆炸产生冲击波和气浪的影响，毁坏了
大量建筑物。

专家介绍，为保证安全、避免此类
事故再次发生，硝酸铵务必储存在阴
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库房，远离火种、
热源。同时，硝酸铵应与易燃物、还原
剂、酸类、活性金属粉末分开存放。由
于硝酸铵受到撞击以后容易发生爆炸，
在存储、搬运的时候严禁撞击、摩擦。

据新华社

近日一项由澳大利亚伊迪斯考恩大学
主导的研究发现，经常食用花菜、卷心菜和

抱子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的老年妇女主动
脉上钙大量积累的可能性更低，这也意味着
她们患上中风、心脏病的风险更低。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营养学杂志》双
月刊上发表报告说，他们观察了1998年招募
的684名西澳大利亚州老年妇女的研究数
据。结果发现，这些妇女中每天摄入超过45
克十字花科蔬菜的人，其主动脉上钙大量积
累的可能性比那些每天不食用或很少食用这
类蔬菜的人低46％。主动脉血管壁上钙大
量积累是结构性血管疾病的重要标志，也是
导致中风、心脏病发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伊迪斯考恩大学劳伦·布莱克肯霍斯特
博士解释说：“十字花科蔬菜中富含的维生
素K可能与抑制我们血管中发生的钙化过
程有关。”他同时表示，为了维持身体全面健
康，人们还需每天进食多种蔬菜，而不仅限
于十字花科蔬菜。

据《科技日报》

食用十字花科蔬菜或有益血管健康

任延雪/绘

硝酸铵爆炸为何威力大

天气转凉 预防感冒

（李云裳/绘）

如何做好防护如何做好防护？？

上班后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上班后如何做好自我防护?

这四点一定要知道

进入办公室

1. 先测量自己
的体温。

2.评估自己的身
体状况。

3.准备好一天要
用的口罩、消毒
纸巾等。

1.尽量选择步行、骑
行、开私家车等。

2.乘坐公共交通要全
程佩戴口罩,避免用
手触摸车上物品。

3.乘坐出租车或网约
车前开门通风,自身
戴好口罩并提醒司机
佩戴。

1. 室内也要佩戴口
罩。

2.每日开窗通风3次,
每次20至30分钟,通
风时注意保暖。

3.咳嗽、打喷嚏时最
好用纸巾遮挡。

4.尽量减少中央空调
的使用。

1.到家先洗手,并开窗
通风。

2.把外套、鞋子、包等
放置在固定房间的角
落,及时清洗。

3.尤其注意要给手机、
钥匙等物品进行消毒。

4.多喝水,适当锻炼,
注意休息。

美国耶希瓦大学爱因斯坦医学院的一项
研究显示，常喝无糖饮料的绝经女性中风风
险较高。

所谓无糖饮料，是以人工甜味剂代替蔗
糖的饮料。研究人员对8.17万名中老年女性
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评估，要求她们报告先前
三个月饮用无糖饮料的数量。计入年龄、高
血压、吸烟等中风风险因素后，研究人员发
现，与平均每周饮用无糖饮料少于一次或完
全不喝的女性相比，每天饮用两三瓶无糖饮
料的女性中风风险高23%，脑血栓引起缺血
性中风风险高 31%，罹患心脏病风险高

29%，全因死亡风险高16%。该研究结果由
最新一期美国心脏病协会期刊《中风》刊载。

爱因斯坦医学院研究人员称，不少人，尤
其是一些超重或肥胖者，认为饮用无糖饮料
可降低饮食热量，不过“我们的研究和其他一
些观察性研究显示，人工甜味剂饮料并非无
害，多喝关联中风和心脏病风险增加”。由于
这项研究仅限于绝经女性，结果或许不能推
广至年轻女性或男性。另外，这项研究仅显
示多喝无糖饮料与中风风险增加有关联，不
能证明两者是因果关系。

据《北京日报》

无糖饮料未必无害
女性常喝可能中风

日前，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芮宝玲介
绍，集中医学观察人员既非确诊患者，也非疑似病例，只
是存在与病例相关的暴露史或接触史，有被感染的可
能。为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对这些人员
进行一定时间内的集中医学观察，是政府为保障市民安
全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在集中医学观察点，医务人员每日对环境和各类用
品进行预防性消毒，由专业人员对隔离人员进行健康监
测，发现异常，会在第一时间转送至医疗机构进行排查。
与此同时，集中医学观察点产生的生活垃圾是经过严格
专业消毒处理、定点清运，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更
不会对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主要是病毒通过飞沫传播
及接触传播引起，必须通过血液、体液、唾液、飞沫等载
体，只要不与感染者近距离交流、共同就餐，或者接触感
染者打喷嚏的飞沫等，一般是不会被传染的。针对大家
担心的气溶胶传播现象，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会发生，一
是有较高的病毒浓度；二是在相对密封的环境；三是有较
长时间的接触。

据《新疆日报》

集中医学观察点
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