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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每一粒粮食都应当被珍惜。国庆长假期
间，记者走访了榆林中心城区多家餐饮门店，
发现市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将勤俭节约
的用餐文明带上了餐桌。如今，“舌尖上的浪
费”大大减少，“光盘行动”深入人心，“文明餐
桌”已成为大家崇尚的用餐礼仪和新“食”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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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节约 杜绝浪费

文明餐桌引领驼城新“食”尚
记者 赵娜

神木市

为道德模范免费体检

本报讯（记者 宋艳霞 通讯员 丁向龙） 近日，
神木市委文明办、神木市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心、神木
龙华公民道德建设基金会联合开展道德模范免费体检
活动，为该市100名历届各级各类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代表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本次体检的项目有肝功、彩超、胸部CT等20余
项，体检过程由医护人员全程陪同，提供优质、高效、便
捷的体检服务。“这次健康体检的项目很全，服务也很
周到，我非常满意。”等待体检的第三届“神木好人”王
亮军说。

近年来，神木市积极探索建立关爱道德模范和身
边好人的长效机制，通过物质奖励、节日慰问等方式，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让传承善良、传递善举的道德
观念蔚然成风。图为体检现场。 丁向龙 摄

榆林获两项全国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
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奖

本报讯（记者 马蕊 王阳） 近日，民政部官网发
布《关于表彰“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
保障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对全国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名单进行公布。其中，榆林市民政局被授予“全
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陕西省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孙
俊良被授予“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
保障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据悉，“十三五”以来，榆林市民政局积极推进儿童
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全市 2976 名留守儿童、
22947名各类困境儿童得到了关爱服务和有力保障，
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体系新格局基本形成。

多年来，孙俊良通过捐资改善神木市多所学校办学
条件、向陕西省慈善协会设立的“慈善筑巢”项目捐款、设
立“孙俊良少年儿童特大病专项基金”救助少年儿童等方
式，致力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

9月 14日，由市科协主办的全国科
普日主场示范活动在榆林市第九小学举
办，正式拉开了2021年我市全国科普日
活动的序幕。全国科普日期间，全市各
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紧紧围绕
活动主题，聚焦公众所需所盼，以喜闻乐
见的形式、丰富多样的内容、常有常新的
活动，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的
科普盛宴。

聚焦青少年科技教育，开展科普进
校园活动。全国科普日期间，市科协联
合市科技馆举办了系列科普进校园活
动，科普大篷车、移动球幕影院、科普小
实验、机器人表演等一系列科学体验活
动，为榆林市第九小学、榆林市第七中
学、佳县金明寺镇小学等学校的5000多
名学生送上了一场场妙趣横生的科学
盛宴，有效激发了学生热爱科学、探索
科学奥秘的兴趣。联合市关爱青少年
成长协会在榆林市第四小学、高新区第

二小学、高新区第六小学等学校开展了
“塔尖未来工程师——物理学”和“航空
航天”科普进校园活动，通过让学生自
我探索走进神奇的科学殿堂。针对青
少年心理健康需求，联合市心理学研究
会在榆林市第九小学、高新区第七小学
等学校开展了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讲
座，为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加油助力。
神木市科协组织青少年开展了“农趣农
学”研学科普实践活动，通过参观科技
成果展、南国果园、热带风情园、乡村振
兴宣传展等，引导广大青少年接触农
事、参与农事，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
府谷县科协联合县卫健局、县教体局开
展了预防青少年近视眼科普讲座，培养
青少年要从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和
护眼意识。定边县科协开展了系列校
园科普联合行动，科普大篷车巡展、3D
打印、航模、机器人、机床操控技术和智
力七巧板培训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科

普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到了科技
的奥妙。

聚焦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举办农村
实用技术培训。今年，市科协充分发挥
资源丰富、人才荟萃的优势，积极组织动
员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
农村开展技能培训、科技推广、科普讲座
等活动，有效提高农民生产生活能力，服
务乡村振兴。结合各县市区农业产业发
展需求，邀请农业专家以“零距离”咨询
服务、现场示范的方式，在米脂县德茂养
殖专业合作社开展了湖羊养殖技术培
训，在靖边县东坑镇开展了果树修剪方
法及病虫害防治技术培训，在定边县红
柳沟、张崾先等乡镇举办了葡萄栽培技
术培训。市养蜂协会联合科技特派员团
队在米脂、佳县等地开展了蜂群秋季管
理与技术、核桃种植管理技术、饲草种植
技术等实用技术培训。米脂县科协邀请
果树专家为200多名果农进行了技术培

训和指导。府谷县科协联合县农业农村
局开展了助力乡村振兴肉羊养殖实用技
术培训，48家规模养殖场技术人员和专
业技术干部120人参加了培训。全国科
普日期间，全市累计开展农村实用技术
培训80多场次，培训农民4000多人，发
放实用技术丛书2万多本，为广大农民提
供了技术支撑，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科技
服务。

聚焦“我为群众办实事”，广泛开展
科技惠民活动。“老人家，您的左眼患了
很严重的白内障，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手
术治疗才行，现在我们医院正在开展困
难人员白内障手术费用减免活动，只要
您带上医保卡、户口本、身份证就可以接
受白内障治疗，通过手术治疗，您是可以
恢复视力的……”9月11日，市科协联合
市中医医院在米脂县中医康复医院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健康义诊服务活动。
此次义诊服务活动正是我市全国科

普日联合行动的一个缩影。全国科普日
期间，我市开展了一系列科普联合行
动。市科协在延安、铜川两地举办了为
期5天的“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
新时代”专题培训班，激励全市广大科技
工作者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
时代。市卫健委在米脂县开展了以“下
乡送医送药，护航百姓健康”为主题的送
医下乡服务活动。市生态环境局在榆康
社区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科普宣传活动，
广泛传播绿色低碳简约的生活理念，引
导公众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
意识。市技术经理人协会举办了“秦创
原”政策宣讲暨技术经理人培训会，助力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榆林转型升级。榆
阳区在榆林市第九小学开展了科普大篷
车进校园活动，为该校捐赠了价值 1万
元的科普图书。靖边县在县政府广场开
展了集中示范活动，对碳达峰碳中和、

“四防”知识、应急科普、健康卫生、法律
法规等进行了科普宣传，取得良好效
果。佳县在通镇社区举办了健康科普进
社区活动，为社区居民带来了《糖尿病的

诊治及预防》专题讲座。
聚焦融媒体传播，广泛开展云上科

普活动。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市科协精
心打造了系列“云上科普”活动，通过网
络为公众传递更多惠民、实用、有趣的科
普知识与内容。

市科协联合市教育技术中心举办了
中小学生人工智能编程入门课程线上课
堂，全市20多所中小学校参加此次线上
科普活动；联合市卫健委开展了全国新
生儿危重病防治适宜技术学术研讨会暨
新生儿呼吸机临床应用技术线上培训
班，有效提升了医护人员对窒息复苏的
理论基础和规范化操作技能。

聚焦榆林的热点问题和公众关注的
话题，邀请医疗卫生、种植养殖、预防电
信网络诈骗、过敏性鼻炎等方面的专家
进行解读，回应公众关切。

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市心理
学研究会会长周维林，围绕青少年心理
健康问题，开展了“关爱青少年心理健
康，共筑美好人生”公益直播活动，积极
引导广大公众正确处理家长与孩子之间
的关系。

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开展了“碳达峰
碳中和”有奖问答活动，倡导“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横山
区举办了“健康横山、智慧生活”科普知
识线上竞答活动，共有3600多人参加了
竞答。

利用抖音、快手等官方平台，集中展
示科普实验成果，让优秀科普创作成果
惠及更多公众。依托微信公众号等官
方平台，通过开设应急科普、健康科普
专栏，以图片、视频等方式开展科普知
识宣传。

据统计，全国科普日期间，全市共举
办重点科普示范活动 150多场次，展出
科普展板 500余块，发放科普知识宣传
资料达10万份，参与科普工作者5000多
人，惠及群众100多万人次，在全市营造
了浓厚的科普氛围。

文图/田海洋

百年再出发 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021年榆林市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

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

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

同等重要的位置。”今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榆林市紧紧围绕

“百年再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活动主题，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立足面向基层、服务发展、惠及群

众，开展了主场示范活动、科普日

联合行动、“云上科普日”等系列科

普活动，为广大市民带来一个充满

浓厚科学氛围的九月。

科技辅导老师为学生们展示科学小实验

践行“光盘”拒绝“剩宴”

10月 2日，记者来到世纪精华大
酒店，看到这里正值用餐高峰期，大厅
里的顾客在酒店服务人员的热情指引
下有序用餐。门口、走廊、饭桌等醒目
位置都可以看到“节约，从粮食开始”

“请按量取餐，不要浪费”等文明用餐
标识和提示，文明用餐氛围浓厚。

市民万先生正在宴请从西安来的
朋友。“我们一共5个人，点菜时服务
员给我们建议，点4个菜加一个汤比
较合适，还给我们做了菜品的营养搭
配推荐。”万先生说。按照服务员的推
荐，他们不仅光荣地做到“光盘”，朋友
们对菜品的质量也很满意。

“我常和朋友在外聚餐，能切身感
受到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无论是好
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都不讲排场，
而是按需点餐。餐馆饭店不再单纯追
求销量，而是提醒消费者够吃就行。”
同在这里用餐的李女士说。

“我们酒店积极做‘文明餐桌’的
宣传者和倡导者，除了在餐厅不同区
域摆放‘文明餐桌’宣传牌外，还特别
重视对员工进行精神文明和餐桌礼
仪等方面的业务培训，包括自觉提醒
顾客适量点餐，对超量消费、可能造

成浪费的顾客委婉劝导，剩饭剩菜主
动帮忙打包，提供公筷公勺，减少一
次性餐具的使用等内容，培养服务员
的监督意识。”世纪精华大酒店负责
人吴锦仁说。

随后，在万达广场、榆星广场的几
家自助餐厅里，记者同样看到，多数食
客也能做到适量取餐，不浪费食物，餐
桌上也基本没有出现食物剩余的情
况。目前，我市越来越多的餐饮店加
入“文明餐桌”践行者的队伍中来，“吃
多少点多少、吃不完就打包”，拒绝“舌
尖上的浪费”，已成为市民的一种新

“食”尚。

公筷公勺 守护健康

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
明。在金莎国际酒店，记者看到每位
顾客都配有两双颜色不同的筷子，用
于区分公筷和私筷。

“这种筷子设计挺好，颜色对比鲜
明，不容易拿错。”正在这里给孙子举
办生日宴的毛先生说，“现在很多餐饮
店都这样设置，‘一菜一公筷、一汤一
公勺’。我与家人及同事在外聚会时，
都会主动提出使用公筷，主要为保障
自己和大家的健康。我们老年人都可
以做到，年轻人更应该养成这个良好

的习惯。”“公筷公勺”的设置凸显了一
家餐厅的用心，在宴请宾客或带家人
吃饭时，大家都会优先选择配有“公筷
公勺”的餐厅。

“现在人们的就餐习惯已经改变，
每次出来吃饭都会有人主动提出使用
公筷公勺，大部分餐厅也把公筷公勺
作为标配，健康和文明的就餐方式已
在我们身边逐渐形成，我愿意做一名

‘文明餐桌’的践行者。”正在这里用餐
的王女士说。

在文明餐桌行动中，我市积极引
导有条件的餐饮服务单位为食客配备
一套“公筷公勺”或“公夹公勺”，并对
颜色、材质、长短、标识等加以区分，做
到夹菜、吃菜分开使用，以周到、贴心
的服务为消费者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形成文明用餐新风尚，社会文明程度
不断提升。

教育引导 文明用餐

小餐桌体现大文明。餐桌文明是
我市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更是我市

“创文”的重要内容。自“创文”工作开
展以来，我市以各类餐饮店及食堂为
主阵地，全面发动餐饮服务行业经营
者和广大市民等创建主体积极参与，
倡导使用公筷公勺、合理分餐、光盘行

动等，让大家养成适量点餐、主动打包
的良好习惯。

“‘十一’国庆节期间，我局先后
多次开展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实地
监督检查，对市区多家餐饮企业的环
境卫生、厨余垃圾处理以及公务接
待、同学聚餐、家庭聚餐、婚宴酒席等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同时，督促经营
者合理调整菜品数量、分量，提供‘按
位供餐’服务，自觉抵制婚丧喜庆事
宜大操大办，切实防止‘舌尖上的浪
费’，以自身的示范行动，带动更多人
践行勤俭节约新风尚。”市商务局相
关负责人说。

“我们将‘文明餐桌’的倡导工作
与安全生产、疫情防控、城市创建等
重点工作同步提到议事日程，采取局
所联动、化整为零、归口统一的属地监
管办法，推动各餐饮门店开展‘文明餐
桌’实践行动，督促各餐饮门店健全制
度机制，实行‘光盘行动’，使用‘公筷
公勺’，杜绝‘野味’进后厨、上餐桌，减
少疾病传染风险，让人民群众吃得更
放心更健康。”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同时，该局在餐饮行业推进

“五化”（标准化、规范化、色标化、超市
化、透明化）、“4D”（整理到位、责任到
位、培训到位、执行到位）监管模式，
提升文明餐桌行动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