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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菜根做成爽口泡菜
深受欢迎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 如何杜绝餐桌上的浪费， 厉
行节约， 养成节俭朴素的良好风气？ 首都职
工身体力行， 再次担当主力军。

近日， 午报记者深入各大企业、 学校、
机关单位食堂， 细致地了解 “光盘行动” 进
展情况。 午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各处食堂
的职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广泛听取各方意
见， 推出了诸多节约粮食、 杜绝浪费的妙招
绝招， 在源头上起到了节约减量的效果———

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餐厅为职工们推出半份菜

“您好， 您目前点的两菜一汤已经足够你们
两个人吃啦， 一会儿不够我再给您点， 以免点多
了浪费 。” 一名服务员正在提醒员工适量点餐 。
当职工进餐菜品点过量时， 服务员必须要提醒一
下。 这是几乎每天都发生在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
司职工餐厅的一幕。 北京现代职工餐厅服务人员
除了提醒顾客按量点餐外， 还会在客人就餐结束
后主动提醒打包剩余菜品。 疫情期间， 根据员工
饭量不同 ， 北京现代职工餐厅推出不同规格餐
盒， 建立各餐厅盒饭信息提报群， 各负责人如有
信息变更， 都会第一时间进行反馈， 便于餐厅及
时作出调整， 避免造成餐食浪费现象。

北京现代的各职工餐厅还通过张贴宣传画、
提示牌， 电视播放节约粮食相关视频等措施， 营
造文明用餐氛围 。 “香拌芹菜叶 ” “老醋香菜
根” ……餐厅的职工们制作出这样的小份菜， 既
能回馈顾客又能减少浪费， 各餐厅正在研发更多
这样的免费小菜。 为了避免餐桌浪费， 各餐厅优
化菜谱， “边角料” 变废为宝的例子屡见不鲜。

同时， 为了减少浪费， 餐厅工作人员反复研
究如何优化从采购到售卖的流程环节， 同时参观
一些管理先进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餐厅， 找到了
精准控制的办法 。 如菜品制作环节采取分次制
作。 以前炒菜， 厨师会一次性将所有原材料都倒
入锅中制作， 再拿到窗口售卖， 卖不完的就浪费
了 。 现在一道菜要分几次加工 ， 第一次只加工
60%的原材料， 由售卖人员观察情况， 如果需求
大就马上再临时补充， 需求小就将原材料留存备
用， 根据用餐者的实际需求灵活调度菜品加工。

“足量分次” ———这是餐厅师傅们避免餐桌
浪费的又一个高招。 正在用餐的员工纷纷表示，

推行这样的方法带来的好处大家都能感受到 ，
“来晚一点也不担心没有菜或者只有冷菜， 更重
要的是， 加工的份量少了， 厨师有更多时间和精
力来认真烹制， 菜肴口味更好了。” 一位职工说。

近期， 北京现代公司总务部鼓励各餐厅提供
“半份、 半价、 小份、 适价” 的服务， 有条件者
还可适当增加 “打包有奖”、 “光盘” 打折等奖
励措施 。 部分餐厅还推出了 “半份菜 ” “一人
食” 等菜品或套餐， 既满足了员工对菜品多样化
的需求， 又避免吃不下的尴尬。 已实行分餐制的
餐厅采取饭菜打多打少因人而异要吃再加的模
式， 从而最大程度减少了浪费。

这套节约方法在北京现代各餐厅推行一个多
月来， 在保证正常供应的前提下， 大大提高了原
材料利用率， 餐厅原料采购成本下降了， 厨余垃
圾产生量也大为减少。 “以前半人高的垃圾桶每
天要装4大桶， 现在不仅换成了容量只有三分之
一的小桶， 而且每天厨余垃圾最多只有1.5桶， 比
原来少了三分之二。” 北京现代公司总务部负责
人表示。

“我们乡机关食堂的饭菜品种丰富， 干净卫
生， 口味不错。 食堂的工作人员会在就餐过程提
示我们， 少量多取。 像在小吃窗口， 工作人员还
会问吃多少， 会根据职工的反馈， 给一定的量，
这样能减少食物的浪费！” 丰台卢沟桥地区总工会
工会服务站副站长赵洋介绍说。

据丰台区卢沟桥乡机关食堂管理负责人修春
杰介绍， 卢沟桥乡机关食堂一共有42张桌子， 可
以同时容纳100多人就餐。 早饭有包子、 馒头、 馅
饼、 油条、 粥、 素菜、 咸菜等几类， 每天中午六
个菜， 此外有馒头、 点心、 花卷等主食， 有粥和
汤， 还有一个小吃窗口， 一般是卤煮、 炸酱面、
卤肉饭、 米粉、 拉面、 煎饼、 炒肝等。

“我们就餐采取自助的形式， 为了推动更多
职工加入到 ‘光盘行动’ 的行列中来， 我们在职
工的微信群发了不少类似 ‘一粒米的故事 ’ 等，
提示大家节约粮食， 食堂还专门为之设计了宣传
海报！” 修春杰说。

记者看到， 在卢沟桥乡机关食堂倾倒厨余垃
圾的垃圾桶上面， 张贴着一张宣传海报———画面
上， 在蓝色底上， 有一只醒目的白色盘子， 上面
写着 “光盘行动” 四个红色大字， 最上面有两行
红色字体， 写着： 文明用餐、 量肚取食、 勤拿少
取、 减少浪费， 中间有一行白字， 是 “从我做起，
今天不剩饭 ” 的号召 。 据了解 ， 这张号召职工
“光盘行动” 的海报从今年初起就张贴在职工倒剩
饭剩菜的垃圾桶上面， “这对每个拿着餐盘去倒
剩菜剩饭的职工来说， 都算是一种提醒， 一种督
促， 一种警示吧。” 修春杰说。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浪费， 卢沟桥乡机关食堂
餐台的服务员会在职工就餐过程中， 根据就餐的

人员多少以及剩余的菜饭的量， 及时与后厨沟通，
比如需要不需要再炒菜， 需要不需要再添主食等，
服务员和厨师通过及时沟通， 能有效减少食堂每
餐的剩菜剩饭量。 在职工打餐的时候， 有服务员
在巡视， 不时提醒大家， 按需取饭， 在倾倒剩菜
剩汤的地方， 也有服务员在监督， 督促大家 “光
盘行动”。

“以前做菜的边角料， 比如西兰花的根儿、
圆白菜的根儿、 胡萝卜的根儿、 香菜的根儿， 一
般食堂厨师就当成废物废料倒进垃圾桶， 为了进
一步减少浪费， 现在食堂厨师会把这些边角料收
集起来， 做成泡菜， 放在大厅里， 很多职工都爱
吃， 很受职工欢迎。” 修春杰说。

对于厨余垃圾， 为了减少资源浪费， 卢沟桥
乡机关食堂还采购了处理厨余垃圾的设备， 可对
厨余垃圾进行加工处理， 最后实现资源的再利用。

“号召 ‘光盘行动’ 以来， 感觉周围人这种
节约的意识越来越强， 大家都会根据自己的需求
适量取餐， 这样就减少了食物的浪费！ 节约粮食
的意识在越来越多职工心里扎了根， 通过食堂大
力推行， 实现光盘行动的人越来越多， 感觉真是
挺有效果的。” 赵洋最后感慨地说。

卢沟桥乡机关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