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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法国外长

校园“光盘”成效几何？
本报记者

李

尧

汪灵犀

孙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吴乐珺） 国家主席习近平
!"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外长法比尤斯。
习近平强调，中法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许多重
大问题上持相同看法，两国友好基础深厚。明年是中法建交
#$ 周年，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开创精神，深化战略互信，加
强在双边及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合作，不断充实中法新型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内涵。相信中法关系的发展不仅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也有利于构建发达国家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合作共赢的新模式，有利于促进中欧关系发展，有利于推
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中方高度重视奥朗德总统
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期待着同他就中法关系及共同
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加深了解，增进共
识，扩大合作，为中法关系的长期发展确定方向。
法比尤斯表示，法中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都致力于
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世界需要法中加强合作。奥朗
德总统将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产生后首位访华的西方大国
元首，这充分显示出法方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的开创性，相
信这次访问将为法中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懿

教育部 ! 月 !" 日、 # 月 !$ 日先后下发了“关于勤
俭节约办教育建设节约型校园”和“要求各高校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反对餐桌浪费专项行动，进一步推进‘光盘
行动’”的通知。如今，象牙塔内的“光盘”究竟有多
少？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自从倡导‘光盘
行动’以来，这一
个月，平均每天
每个食堂泔水能少一到半桶，大约 '$(
"$$ 斤。”在南京理工大学，饮食服务公司
办公室工作人员杨老师将今年 ! 月和去
年 "" 月的泔水量，与每天的食堂供应量
做了统计，结果发现，
' 个学生餐厅，泔水
量下降共计 "")* 万斤，教工餐厅也下降
了 ")! 万斤。泔水量减少，同学们懂得节
约了，反过来讲，食堂的供应量也少了。
“例如留园餐厅 "" 月的饭菜供应量是 &+
万斤，现在只有 &% 万斤，品园餐厅过去
&' 万斤，现在 &$ 万斤。”杨老师如是说。

多数高校“光盘”激增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
“光盘行动”已经
在全国多数高校中普遍展开。
“目前我校团
委、
学生会、
各学院学生会以及青年志愿者
协会都在以各种形式倡导‘光盘行动’
，
同
学们的响应热情也非常高。”
中国传媒大学
学生会主席曹胜彬介绍说。调查显示，
北京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部分食堂早、中、晚三
餐的
“光盘”
率均在八成以上。
南京的情况同样令人欣慰。南京大学
后勤服务集团膳食中心副主任岳健表示，
南大自开学头一个月泔水量明显减少。

剩饭锐减

俞正声接见第十一世班禅

图为高校学子在人人网上晒“光盘”活动的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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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月底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内的 ! 个食
堂的调查统计，每 "$$ 人中（包括学生、老师及其
他人员），只有不到 &' 人交回“光盘”。大部分人盘
里会有 ",% 到 ",! 的剩饭剩菜，就算是稀饭、汤类
也很少有人能交回空碗。而据《信息时报》记者 !
月中旬午饭时分在广州大学城广州大学广大菊苑
一楼餐厅的观察，
&$ 分钟内大致有 %$ 名学生排
队到回收点放回餐具，真正“光盘”的只有五六人。
华南农业大学荷园饭堂的经理则表示，该饭堂一
天约有 "& 桶剩饭菜。华农目前有 # 个饭堂，保守
估计一天产生的剩饭菜可能高达 &)# 吨。
食堂人多，打饭师傅都好似“机械手”，饭
菜大都是一个口味、一个量。对于饭量小、口味
淡的同学，尤其是女生，光盘的难度确实不小。
西安石油大学大一的小王端着一碗几乎没喝的南
瓜粥到收餐处，“白白倒掉一碗粥自己也很可
惜，但是粥太甜了，喝不惯”，又不能退回，没
办法只能倒掉了。“不是想浪费，是冷包子真的
难以下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李同学坦言，
有时会遇到冷包子、荤菜变凉菜，与其胃不舒服
还不如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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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提升后勤保障
其实很多未“光盘”的现象也可以想办法
避免，关键是每个人心中有无想要“光盘”的意
识。就个人层面，如同济大学的研究生小蒋所
言，自己最了解自身状态，完全可以有意识地
进行“光盘行动”，
“ 我身边的同学有时胃口不
好，她就不打饭只买菜吃，避免倾倒米饭的浪
费行为，又实践了一次‘光盘行动’”。
自 ! 月 "# 日始，北京邮电大学开展“光
盘行动”系列宣传活动。校学生会和研究生
会发挥新媒体优势，在校内信息门户、官方
微博等平台上发表了 《
“吃光盘中餐，传递正
能量”——
—致全校同学的倡议书》，并发起
“随手拍光盘”活动。北京邮电大学团委宣传
部部长刘春晓介绍说，不到一个星期，“随
手拍光盘”已有 "$$$ 余人次参与，并且还在
不断攀升。
中国传媒大学工学院学生会对参加网上
晒“光盘”互动的同学给予一套环保餐具作为

奖励，他们还在 % 月 ""
日开展了“光盘行动”主
题征文活动，
“第一天就
收到了 !$ 多篇征文投稿。”活动负责人郑彦飞
兴奋地说。
“下一步我们将以‘光盘’照片墙、食
堂座谈会等更加丰富的形式开展活动，进一步
提高同学们勤俭节约的习惯。”中国传媒大学
学生会生活权益部部长张美慧介绍。
针对同学们在“光盘”中遇到的饭菜口味、
饭量无法选择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后勤集团
以积极姿态做出了有益探索。人大后勤集团餐
饮管理部经理王志丹更强调学校食堂从两方
面努力，一是进行食堂大锅菜厨师的厨艺评
比，让同学当场品尝亲自评价；二是在原材料
方面严格要求，保证各区食堂每天供应的绿色
蔬菜不少于 ! 种。同时，人大西区食堂还推出
家乡菜和低脂低糖菜品窗口，以期把西区食堂
做成学生“自己家的食堂”。西安石油大学饮食
街的一些独立窗口正在尝试着改变供餐模式，
提倡“拼桌”吃饭、实行“半份饭”、推行自助式
分餐制等来减少浪费。

缺一不可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刘维涛）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 日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亲切
接见了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班禅向俞正声敬献了哈达，汇报了近年来学习生活情
况。班禅表示，一定继承和发扬历世班禅爱国爱教的光荣传
统，牢记责任，服务信众，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殷切期望。
俞正声对班禅的成长进步表示祝贺。他说，宗教的兴衰
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国家繁荣强大，社会和谐稳
定，宗教才能健康发展，僧人才能专心修行。藏传佛教界要
继承传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持戒守法，为藏传佛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出贡献，为促进西藏和四省藏区经济
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拉萨：高原古城活力焕发

春时，高原古城拉萨活力焕发，不少情侣在这里情定高
原。图为两名新人穿着藏装在布达拉宫前拍照留影。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河南新郑：

中国科学家

揭秘近千年前南海古海啸

黄帝故里拜祖先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喻思娈）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 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揭示了近千年前一次影
响南海的海啸事件，改变了对我国近海不大可能发生海
啸的认识。
研究由中国科技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孙立广教
授研究小组完成，相关成果已发表在 % 月 "" 日的 《自
然—科学报告》 上。
孙立广说，导致海啸发生的地震震中位置可能位于
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应密切关注这一区域及
菲律宾西南海域再次发生大地震和海啸的可能性及其对
南海周边海岸和岛屿生态安全的影响，有必要在该区域
建立海啸预警机制。

本报电 （王思 蘅） % 月
“ 癸巳
"& 日（农历三月初三），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
南省新郑市举行。来自海内
外 "# 个国家和地区的 #$$$ 多
名炎黄子孙，共同祭拜中华
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
左图：癸巳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会场。 宋 烨摄
右图：参加拜祖大典的
人们聚集在黄帝故里景区。
新华社记者 王 颂摄

一季度

旅游人数预计达 10亿人次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钱春弦） 今年一
季度，我国居民旅游消费持续较快增长，预计国内旅游
人数达 !$ 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 。国内旅游收
入 '()$ 亿元，增长 !*&。

中美应协力稳定地区局势
! 沈丁立

少华山：骑行游览倡低碳

% 月 "& 日，陕西省少华山国家森林公园举办首届
“山地自行车、低碳生态游”活动。!$$ 余名单车爱好者骑
行游览，以倡导健康低碳的旅游方式。图为一名获奖的单
车爱好者兴奋地举起奖品。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摄

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这是两国元
首履新后中美高层的最重要接触。中美
作为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就双边和国际
重大事务交换看法，寻求扩大合作，以
期发展关系，稳定地区和世界。
一段时间以来，东北亚局势不断发生
震荡。中美如何协商并做出合作性反应，
牵动世界目光。朝美关系中长期蓄聚的张
力，有可能局部引爆。如果出现不测，对
朝美双方都十分不利，而且对这个地区的
其他各方包括主要相关方韩国都将带来严
重损失，并对正处现代化发展关键阶段的
中国产生重大干扰。
因此，中国坚决反对地区动荡，反对
在中国家门口兴风作浪，反对那些为了一
己私利而挑战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言行。在
半岛甚至东北亚的武装冲突中，没有谁会

是赢家。为此，作为世界的主要大国，作为
朝鲜半岛稳定的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中美
应该具有一致体认。无论是出于国家利益
还是地区共同利益，中美都须加强对话，
凝聚战略共识，进行政策协调，并要求地
区其他成员予以响应，共同采取积极措
施，规避风险，合作降温。
克里作为美国的资深政治家，熟悉国
际事务，深谙上述道理。长期以来，他对中
国发展持乐观态度，在受命出任国务卿后
也曾表示美国的东亚政策调整不是为了
针对中国。中国听其言，观其行，愿意看到
美国以实际行动欢迎我国和平发展。那
么，中美在朝鲜半岛上取得高度共识，共
同化危为机，协力采取一切有助于消除冲
突的合作措施，将是两国构建互信互利的
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机缘。

历史表明，在地区与国际冲突中，挑
战与应对往往相辅相成，并且经常互为倒
易。也就是说，对于目前的对峙局面，不仅
当事方相互埋怨，而且对立双方关系很可
能在对峙中螺旋上升，不断恶化。为此，中
方呼吁朝美双方都要竭力自制，先从自己
做起。我们要求不威胁使用武力，并且不
以炫耀武力进行应对。
朝美这一轮的冲 突终究将会 平复 ，
尽管还需要时间弛豫。解决双方之间的
宿怨，最好的方法是对话。朝鲜反对美
韩进行威胁性的军演，不难理解，但它
近期屡屡采取具有高度威胁性的言行，
应被批评。中国愿就事物本来的是非曲
直采取立场，不偏不倚。对于朝鲜渴望
与美国发展良好关系，中方更是支持，
并希望美方对此珍惜。但是，我们反对

以极端的方式来博弈。东北亚人民有权
利生活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之下，任何人
都不应该将地区安全当作儿戏。
克里这次访华，与中方还有多方面的
议题交换意见。在双方都十分重视的伊朗
核问题、中东稳定、网络与海事安全等领
域，中美都需要相互尊重，不仅各抒己见，
还要彼此体谅，缓和分歧，善于大事化小。
无论是对双方马上能够解决的问题，还是
需要更多时间予以逐步解决的问题，中美
都需本着沟通为先、积极合作的精神，向
外发出继续致力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的
积极信息，为双方关系在新时期开好局打
下基础。中美关系稳定，有利于太平洋地
区的繁荣与安宁，对此两国责无旁贷，必
须携手协力。
（作者为复旦大 学美国研究 中心主
任）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