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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继续唱好
青少年
“运动曲”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马晓媛 马志异 李紫薇

新华社记者 张睿 白丽萍

荤素满桌、觥筹交错，待到宾主散去，盛宴转眼变“剩宴”。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采访
发现，相比日常“下馆子”，讲究排场的婚宴、寿宴、生日宴、升学宴等大型宴席中食物浪费
情况更突出，成为餐饮浪费重灾区。
一些受访餐饮从业者表示，目前大型宴席的浪费率普遍在 30%以上，有的达到 50%甚
至更高。

近日，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开学季，
“神兽”再次返校。随着全国疫
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经此一“疫”的家长较以往更加重视孩子体
育素质的培养，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主动选择在学习之余，按
下运动健身“快进键”。游泳、街舞、搏击、跆拳道……成为了青少年
开学的热门选择。
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意识到增强体质的重要性。体育运动
逐渐成为学生课前课后的“主旋律”，如何继续唱响、唱好这首青少年
返校“运动曲”，让这股“运动热”能够真正持续下去，专家建议社会各
界仍需多措并举，
科学谋划，精准发力。

宴席普遍剩三成以上，有的吃一半扔一半
位于太原晋阳街的金伯爵是一家主
生日宴、升学宴等大型宴席的剩菜率普遍
营婚宴的主题婚礼酒店。记者日前在中
在30%以上，
有的会达到50%甚至更高。
午时分看到，这里正举办一场 25 桌的婚
在北京工作的王佳欣说，不久前她曾
宴。下午 1 点过后，婚宴结束，客人陆续
参加一场婚宴。一桌饭上万元，但有的一
离开，桌上的剩饭剩菜还有差不多三分之
桌客人不足十人，有的只坐了四五个人。
一：大半条蒸鱼、半盘子鸭肉、几乎没动的
很多菜和汤根本没动过就倒掉了，感觉是
炒饭……都被收进厨余桶里。
“吃一半扔一半”。
酒店一位服务员告诉记者，客人不好
“目前宴席上餐饮浪费严重。”江苏省
意思打包，主人担心卫生问题，剩下的饭
餐饮行业协会执行会长于学荣说，一般婚
菜基本都被倒掉了。
宴、生日宴等宴席的桌数不少，每一桌的
负责晋阳街厨余垃圾收运的张德庆
菜品也比较多，容易造成浪费，一些地方
告诉记者，在他负责的四五十家大小餐企
过分讲究排场，往往一桌宴席上的菜品会
中，金伯爵主题婚礼酒店是厨余垃圾的
浪费 40%左右。
“大户”，婚宴产生的泔水量少则两三桶，
山西会馆门店经理富燕飞给记者算
多则七八桶，是其他饭店的几倍。
“看着白
了一笔账，普通婚宴一般设 15 桌到 30 桌，
中档宴席的价格在每桌 1500 元左右，如
花花的米饭和没吃完的鸡鸭鱼肉，我都觉
得心疼。
”
果按每桌菜浪费三成来算，一场 30 桌的
多家经营宴席的餐饮企业介绍，
婚宴、 婚宴就要浪费上万元。

主人讲排场要面子大鱼大肉，客人重健康求清淡少食喜素
“宴席上浪费多，主要还是讲面子的
问题。”刚刚为儿子办完婚宴的李女士说，
婚姻大事是大场面，远近亲友都来道贺，
准备饭的时候宁可剩下，也不能少了，真
要是“光盘”
了，难免叫人笑话，不够体面。
为迎合顾客这种心理，餐饮企业纷纷
推出宴席套餐，菜品大多以“八凉十热”打
底，再加主食、汤、点心、果盘等，基本都在
20 道以上，有的多达 26 道、28 道，远远超
出一桌 10 人的用餐量。
不仅如此，主客双方还存在“结构性
供需矛盾”。受访群众表示，宴席主人在
点餐时更喜欢上鸡、鸭、鱼、肉等硬菜，觉
得只有硬菜多才显得有诚意、有面子，但
现在人们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对大鱼大肉

兴趣寥寥，反而更喜欢吃清淡可口的素
菜。因此，宴席上剩下的往往是花钱多、
做起来费工夫的荤菜。
一位高档酒店餐饮部经理告诉记者，
不光是主人讲面子，客人也讲面子。在有
的场合，即使碰到再喜欢吃的菜品，客人
也不会吃掉最后一口；有时候虽然没吃
饱，但看到周围的人都停下筷子，自己也
不好意思继续吃了。
“过去物质匮乏，酒席是否丰盛体现
着主家的实力、面子，但当前物质已经大
大丰富，这种习惯和风气在某种程度上异
化为攀比、摆阔气、炫富，很多人被裹挟其
中，即使心里不认同，也不得不随大流。”
民俗专家常嗣新说。

从暑假到返校 学生运动热情持续高热
“先进行 5 分钟的拉伸，活动
筋骨，促进血液循环。”时值中午，
在甘肃省兰州市一家健身房内，孩
子们正在跟着教练进行街舞训练
前的预热活动。据部分教练介绍，
开学之后，6 岁到 18 岁的学员仍坚
持到健身房锻炼，今年家长比以往
更加重视孩子的身体素质。
在健身人群中，记者看到不仅
有“银发族”和青年男女在跑步机
上挥汗如雨，几个身形微胖的“小
眼镜”同样跑得十分起劲，旁边还
有家长在进行指导训练。
“孩子六年级，从 4 岁开始就
报班学街舞，起初学得很艰难，但

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自信和
快乐，现在已经成为孩子的兴趣，
今年除了暑假，开学后他仍要利用
零碎的时间，坚持学习街舞。学习
文化课知识固然重要，但是让孩子
掌握一项喜欢的体育技能，锻炼好
身体也同等重要。”学生家长李慧
表示。
兰州一家健身房的负责人赵
晓宇表示，受疫情影响，作为健身
房运营者，曾对假期健身人数持悲
观态度，但是从假期开始直到开
学，她惊喜地发现健身人群不仅没
有下降，反而迎来爆发式增长，其
中青少年锻炼人数比重不断上升。

专家建议开学后循序渐进培养运动习惯
尽管秋季开学后青少年运
动热情高涨，但体育运动专家还
是发出警醒，学生体育锻炼需接
受正规运动指导，更应注重运动
过程中的细节，避免造成运动损
伤事件。
据兰州大学体育教研部老师
丁督前介绍，有的学生暑期居家许
久，也有的学生一开学就投入紧张
学习，如果突然进行大量运动会加
速体内水分流失，一旦不注意防
范，
身体很容易引起一系列问题。
兰州市专业健身教练许琦表

示，青少年开学后，需要进一步加
强体育锻炼，但是要注意体育运动
过程中的细节，比如不空腹锻炼，
根据个人基础逐步提升运动表现
等。
“ 若是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不
注意训练系统性，会导致肩关节损
伤等诸多负面效果。”
许琦说。
丁督前建议，体育锻炼主要应
以恢复训练为主，不能过量，更不
能突击，要循序渐进，找到适合的
项目进行练习。学生应以单人训
练为主，可进行有氧慢跑，健身操，
体能训练等。

体育锻炼需贯于青少年一生成长
餐饮企业合理优化供应标准，全社会共同推进节约意识
不 少 受 访 者 表 示 ，解 决 宴 席 上 的 浪
费、在全社会培养节约意识和节俭习惯是
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全民行动，需要
社会各界多元化、多角度共同推进。
“针对婚宴、生日宴等宴席浪费，过去
做了很多工作。”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
员吕德文表示，特别是从党员干部着手，
严禁大操大办红白喜事已经起到了积极
作用，下一步解决宴席浪费问题仍然需要
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践行者、宣传者和监督者，
带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
餐饮行业也需增强节约意识，改进服
务，合理优化供应标准。富燕飞、于学荣
等餐饮界人士表示，餐饮企业应主动承担

起倡行节约的责任，通过加强员工培训、
配备点餐师等途径引导消费者适度点餐，
采取合理设置宴会菜单、鼓励打包等措施
避免浪费。
据了解，商务部、中国烹饪协会刚完
成宴席节约服务规范行业标准，正在向社
会征求意见，在完善服务标准和程序的基
础上切实推进宴席节约。
记者了解到，针对宴席浪费问题，已
经有餐饮企业在行动。一些酒店对宴席
套餐的菜品进行了调整，减少油腻硬菜、
合理设置菜量、降低包餐价格；一些酒店
免费提供打包盒、打包袋，还为客人讲解
剩菜如何存放、如何二次制作等技巧。
多位专家提到，杜绝婚宴、寿宴等宴
席浪费很大程度上还属于移风易俗的范
畴，
还需加强宣传，
持续倡导。

“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
忙起来不要”是开学后青少年体
育锻炼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
此次疫情让大众更加深刻体会
到了体育运动对于提高免疫力
的 重 要 意 义 ，也 让 社 会 、学 校 以
及家长更加重视起青少年的体育
锻炼教育。
因此，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部分家长呼吁，教育主管部门还
需要用眼、用脑、用心在学校为学
生们“量身打造”体育课程，让学
生们能够在学习之外，找到一个

真正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能够
收获一个使自己受益终身的运动
习惯。
丁督前说，青少年应把运动
当成一种放松良药，在运动中学
会吃苦耐劳的精神，让运动变成
他们终身的习惯与财富。其次是
家长应在家庭中营造良好的运动
氛围，最后社会各部门需要上下
同心，通过为青少年提供更多活
动场地、增设社会健身指导员等
举措，切实为青少年运动打下良
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