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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友 心 声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光明网光明网””《《冲上热搜冲上热搜！！薇薇

娅娅、、李子柒入选全国青联委员李子柒入选全国青联委员》》

网友“大为”

如今年轻人的选择多了，机会也多了。“网
红”里也有很多正能量的青年，哪个行业做得好都
能出彩。

网友“Wind”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这底色当然可以五
颜六色。做好自己，才能收获灿烂！

网友“若言”

青年人的榜样，只要肯努力，行行出状元。

（栏目编辑：李 贞）

微信公众号“半月谈”《是“大农村”还

是现代文明城市？要让县城的“城味”

浓起来》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半月谈半月谈”《”《是是““大农村大农村””还还

是现代文明城市是现代文明城市？？要让县城的要让县城的““城味城味””

浓起来浓起来》》

网友“以帆”

县城要发展，关键是要有产业。否则没有更多
就业机会，也留不住年轻人。

网友“9527”

县城建设需要不断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做
好配套服务体系，才能更上一层楼。

网友“马晟原”

县城建设不能“千城一面”，不能失去了自己
的特点和底蕴。

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四菜一汤！

17岁少年连续52天为爸妈做饭》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四菜一汤四菜一汤！！

1717岁少年连续岁少年连续5252天为爸妈做饭天为爸妈做饭》》

网友“Huimin”

每一个努力的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这就
是幸福。在一个家庭中是这样，在社会中亦如此。

网友“王建东”

勤奋、担当、有责任，既能自食其力，又懂
得孝敬父母。这样的孩子家长喜欢，以后走上社
会也会有出息的。

微信公众号“央视新闻”《了不起！曾经

的“搬砖男孩”毕业当军官，他还做了

这个决定》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央视新闻央视新闻”《”《了不起了不起！！曾经曾经

的的““搬砖男孩搬砖男孩””毕业当军官毕业当军官，，他还做了他还做了

这个决定这个决定》》

网友“旋大发”

祖国边疆需要你！不负韶华，年轻有为，这才
是真正的好男儿。

网友“辛丹丹”

少年成长为有志青年，未来一定会是优秀的栋
梁之材。

网友“wang先森”

奋斗青年怀赤子之心，大美新疆欢迎有志青
年，向你敬礼！

网友热议拒绝网友热议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舌尖上的浪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少华刘少华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餐饮浪费现
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全社会
引起了强烈反响。从乡村到城市，从地头
到餐桌，人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积极响
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可以说，杜绝

“舌尖上的浪费”，成为最近网络热议最重
要的话题之一。

“粮食连年丰收，为啥提
倡节约？”

关于浪费粮食的事实，让许多网友觉
得触目惊心。

“你知道吗？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为
3500万吨，接近中国粮食总产量的6%。今
年全球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数量，
可能由 1.35 亿人增至 2.65 亿人，绷紧粮食
安全这根弦，每一粒米都值得被好好珍
惜。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你我共同做
起！”8月19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出这
样的号召。

央视新闻同样发出了这样的号召。8月
13日，其官方微博晒出六张图，上面分别
列出这样的事实——“全球每年约有1/3粮
食被损耗和浪费，总量约每年 13 亿吨”；

“世界76.33亿人口中至少还有8.2亿人面临
饥饿，相当于世界上每 9 人中就有 1 人挨
饿”；“据统计，我国每年被损耗和浪费的
粮食约 3500万吨，接近于中国粮食总产量
的6%”；“我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每
人每餐 93 克，浪费率为 11.7%”；“在我
国，大型聚会食物浪费率达 38%，学生盒
饭有 1/3 都会被扔掉”；“据测算，2015 年
中国城市餐饮业仅餐桌食物浪费量就高达
1700万至1800万吨，相当于3000万至5000
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这条微博，获得了
3900多人转发。

事实上，这几个事实，都成为了微博
热搜话题。

比如，“世界濒临至少 50 年来最严
重粮食危机”话题，在微博上有 2.9 亿
阅读；“中国人在外吃饭平均每人每餐
浪 费 93 克 粮 食 ” 话 题 ， 在 微 博 上 有
416.9 万 阅 读 ；“ 节 约 粮 食 从 我 做 起 ”，
阅读 2209.1 万。

“粮食连年丰收，为啥提倡节约？”中
国经济网提的这个问题，引起不少网友关
注。而这家网站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原
因一，餐饮浪费率高达 11.7％；原因二，
粮食产后损失高达数百亿斤；原因三，粮
食消费长期处于紧平衡；原因四，外部环
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原因五，节约是传统
美德更是新风尚。

实际上，放眼世界，粮食问题的形势
并不乐观。

央视财经官方账号总结了世界范围内
的粮食危机。“近日，联合国公布的一份
报告，再次为各国敲响警钟。根据美国农
业部的数据，在 2018 年，大约有 11%的美
国家庭已经处于‘粮食不安全’的状态。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美国部分州，
近一半的受访者报告，新冠肺炎大流行威
胁了食品安全。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还使
全球粮食供应链面临巨大压力。一些粮食
出口国为求自保，纷纷出台限制甚至禁止
粮食出口政策。此外，严重的蝗灾也在威

胁着非洲和南亚的一些国家。”

“一餐饭背后的时间”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一张餐桌传
承优良品德。

“一餐饭背后的时间”，在微信朋友圈
等社交网站上被广大网友转发。在这张制
作精美的图片上，详细算了笔账。制作筷
子，需2小时；制作勺子，需2小时；制作
碗，需 12 小时；种植水稻，约需 2400 小
时；种小麦，约需 5760 小时；养一条鱼，
需 4380 小时；养一只虾，需要 2160 小时；
养一头猪，需 4320 小时；养一头牛，需
8760小时；养一只鸡，需 1080小时；养一
只鸭，需 720 小时；种植生菜，需 2400 小
时；种番茄，需 4320小时……而一顿有海
鲜炒饭、鱼汤、咸水鸭、红烧鸡翅、番茄

牛腩、煎包和甜点的饭，所有食材和制作
加起来至少需要66201个小时。

一个农民在田里插秧，边上出现一行
字“粒粒皆辛苦”；一个大米缸，边上出现
一行字“餐饮食物浪费，每年约上千万
吨”；一碗饭，边上出现一行字“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一个笑脸，一个盘子，上面写着“光盘行
动”……“日前，河北省迁安市迁安镇第
二初级中学教师王旭东用一幅幅沙画作
品，倡导大家要厉行节约，拒绝舌尖上的
浪费。”新华网的秒拍视频，展现了这样一
个教育场景，引来数千网友关注。

同样，“一粒米到达餐桌需要多少劳
动”，则在人民日报新媒体带动下，成为微
博热门话题。

网友“关-注”说，“爱惜每一颗粮
食，请用行动去证明。”网友“琑宝宝骑
摩托”说，“珍惜每一粒米，真的很不容
易，想想爷爷他们那一辈的人，真的吃不
上饭的时候都有，一定要珍惜，不要浪

费 ， 粒 粒 皆 辛 苦 啊 。” 网 友 “ 婉 秋 凉 ”
说，“敬惜每一粒米。现在还能想起以前
的每一个暑假都会去田里帮忙割稻谷，凌
晨的露水到中午的大太阳再到晚上的月
亮，都在田里见证，晚上回家收稻谷，那
稻絮弄在身上是真的痒，经历过之后才深
知不容易，所以敬惜每一粒米，从我做
起。”网友“想了很多就这一个”说，“在
餐饮行业工作，每次看到浪费的都会很生
气，所以自己出去吃饭还是干啥的，都不
喜欢浪费！”

规范和整治“大胃王”
“吃播”等现象

不少节约粮食的行为，在网上被争相
转发。

例如在餐饮行业，将“光盘”体现在
细微之处；在大中小学校，将“勤俭节
约”理念深入到师生日常生活中；在街道
社区，“节约粮食、光盘行动”等宣传教育
时刻进行。

江西理工大学的做法，则获得了人民
日报官方微博在内的媒体转发。该校食堂
通过光盘换水果行动，倡导学生节约粮
食，学生只要把饭菜吃完清盘，就可以换
一个饭后水果。

一个话题，“央视批有的所谓‘大胃
王’吃播浪费严重”，在微博上阅读量达
到了12.7亿。

“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显示，全球每
年约 1/3 粮食被损耗和浪费，总量约每年
13 亿吨。世界 76.33 亿人口中至少还有 8.2
亿面临饥饿，相当于世界上每 9 人中就有
1 人挨饿。现在有些所谓‘大胃王’吃播
秀，更是浪费严重，有的甚至吃了再把食
物吐掉……珍惜粮食，拒绝浪费！”8月 14
日，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发的这档节目，引
来了2万多网友转发，近68万网友点赞。

第二天，“央视再评‘大胃王’吃播”
话题，也获得了2.5亿阅读量，数十万网友
参与。

作为平台方，B 站、抖音、快手等社
交直播平台也对一些不健康的“吃播”
内容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规范和整治。在 B
站以“大胃王”“吃播”等为关键词进行
搜索时，可以发现一些博主过去在多个
视频平台发布的吃播内容已被清空，而
以“倡导节约、反对浪费”为主题的视
频仍可观看。

人民日报新媒体发起的“光盘挑战大
赛”，吸引了诸多明星和普通网友的参与。
其中，胡歌、魏大勋等艺人晒的照片，收
获了几十万网友点赞。

让不少网友感到安心的是，提倡节约
蔚然成风，同时中国粮食安全本身依然有
保障。

北京日报客户端关注到，8 月 19 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20年全国早稻产量数
据。2020 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2729 万吨

（546 亿 斤）， 比 2019 年 增 加 102.8 万 吨
（20.6 亿斤），增长 3.9%，扭转了此前连续
7 年下滑的态势。今年，早稻生产虽然受
南方部分地区严重洪涝灾害的不利影响，
单产有所下降，但得益于播种面积的大幅
增加，全国早稻实现增产。加之此前以小
麦为主的夏粮丰收，产量创新高，奠定了
全年粮食稳定生产的基础。

8 月 19 日，陕西省西安市大雁塔景区附近一家餐厅的服务人员端着餐厅推出的小
份菜。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河北省遵化市的一些机关单位和餐厅，悬挂、摆放“珍惜粮食”“节约用餐”等提示标
语和提示牌，倡导勤俭节约。图为8月16日，员工在遵化市一家单位餐厅用早餐。

刘满仓摄 （新华社发）

▲8 月 11 日，在浙江省慈溪市横河镇，无人
驾驶插秧机在一处稻田里工作。

该台无人驾驶插秧机搭载了一个北斗导航驾
驶系统，利用北斗定位系统和物联网技术对传统
插秧机进行智能升级改造。操作人员只需通过平
板车载终端完成定位及参数设置，系统便能自行
规划最优路线，实现田间自动插秧、智能避障、
掉头转弯等全套无人作业。

章勇涛摄 （人民图片）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传统印刷装备制造企业。近年来，该公司
持续创新，打造贯穿生产全过程的智能化管
理系统，实现了每一道工序可视化。

图为 8 月 19 日，工作人员在装配车间内
调试设备。

赵子硕摄 （新华社发）

▼随着储粮技术发展和智能化粮库建设推进，中
央储备粮荆州直属库运用高精度传感器、高清视频监
控、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实现集远程监测、
智能出入库监管、库存数据监测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智
能化管理体系。通过科技化、智能化储粮，对库存粮
食做到“低温、低氧、低耗”绿色管理，实现“减
损、降耗、保鲜”，确保国家粮食储备安全。

图为8月18日，在中央储备粮荆州直属库有限公
司仓库，工作人员对粮食温度进行复核。

黄志刚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