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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字 说 70 年

“光盘”不是小题大做
□陈闻晋

“光盘行动”， 道出不
过寻常，就餐者量力而食、
不剩饭菜而已。 但在物质
财富日渐丰盛的当下，真
正做到“光盘”却不容易。
有些人难免疑惑， 不过是
菜、饭剩余一些，并非有伤
大雅，何必小题大做？

泱泱中华，以农立国，
以食为天。“吃” 这件事，
其实兹事体大。敬天惜粮、
勤俭节约既是先民面对自
然不可抗拒因素时的生存

法则， 也是中华传统美德
的渊源与传统。而“光盘行
动” 正是这种优秀文化精
神的延续和传承。

惜食，实为廉德。北宋
名臣范仲淹， 少年时代生
活清苦， 每天将凝结的粥
切开，配着几根腌菜吃，然
而正是有过这种“划粥断
齑”的日子，才让范仲淹担
起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
重任。在当代，也有许多前
辈学者将“光盘”作为毕生

的习惯。笔者上世纪
90 年代幸得教育家
朱九思、涂又光师言
传身教：朱先生每日

午餐， 不过一碗清汤面加
一个荷包蛋； 涂先生请我
们去食堂吃饭， 不过几样
份菜， 每次都吃得干干净
净。 这些“小事”令人难以
忘记、感动至深。

对学子而言， 就餐光
盘，本是平常之事。在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 国家经济
困难之时， 剩饭剩菜简直
天方夜谭。 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奢靡之风渐长，
大学校园内的消费攀比也
冒出头来。在食堂，有些学
生随便吃了两口， 便嫌饭
菜不合口味，一丢了之；出
门聚餐， 部分学生大手大

脚，花钱阔绰，感觉这样才
有“面子”……一时间，节
俭朴素仿佛成为小气的代
名词。

颗粒归胃非小事，“光
盘行动”更不是小题大做。
事实上，“光盘” 及其所代
表的勤俭节约、艰苦朴素，
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第一阶梯。 今天在校
园里读书的孩子， 明日则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
设者，若是攀比骄奢，轻则
害身累家，重则殃民祸国，
这样的风气不可蔓延，因
此，“光盘行动” 必须常抓
不懈、久久为功。 ①2

价格不妨亲民一些。
———日前，《现代汉语词典》APP 上

线，购买需要 98 元，贵过纸质版。《中国
青年报》作如上呼吁。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据报道，陕西西安一知名女网

红退租后，留下满屋垃圾。 红星新闻称，
做网红更要内外兼修。

清洁工应获补偿。
———近日，湖南娄底 4 名环卫工对

8 吨垃圾逐一排查， 终于帮一位市民找
到婚戒。《信息时报》称，非分内事，应得
到报酬。

专事专做， 才是出行类 APP 的最
大优势。

———据报道，有网友称在航旅纵横
选座后遭到私信骚扰， 怀疑隐私被泄
露。 界面新闻称，不是所有的 APP 都适
合做社交。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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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梦想不灭奋斗不止
□董峻

历史就是人的故事。 9
月 1日起，新华社播发的 30
篇“700字说 70年”栏目稿，
讲述了 30 个光阴的故事。
这些故事就发生在你、 我、
他身边，说出了我们共同的
深切感受。 30篇报道，如同
30 组历史镜头， 黑白或彩
色， 定格成一部时代影集，
勾勒出中国人的梦想如何
一步步变为现实。

70 年白驹过隙。 中国
人寿命长了、孩子们个头高
了、 吃喝越来越健康了，大
学生比例高了、就业门路广
了、“钱袋子” 越来越鼓了，

留学的多了、学成归来的多
了、出国越来越方便了……
普普通通日子里的吉光片
羽，记录了我们的“小确幸”
长成“大欢喜”。

70年岁月如歌。中国经
济总量增长超 170倍， 粮食
年产量增长近 5倍， 工业增
加值增长超 970 倍，7 亿多
人摆脱贫困， 农民占比减少
5成……中国成为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 世界为“中国速
度”和“中国奇迹”惊叹。

70年春华秋实。从贫困
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 从传
统的农业国家到“世界工厂”

“中国智造”， 从登上国际舞
台到越来越多国家响应“一
带一路”倡议、中国越来越走
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梦
想从未止步，祖国日新月异！

每个人星星点点的梦
想，汇聚成新中国的时代光
芒。 这光芒，是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用奋斗、拼搏、坚守
和探索， 用鲜血和汗水、泪
光和笑容凝结而成。 这是我
们共同的故事， 是近 14亿
人的奋斗之歌。

这歌声来自亘
古原野、 巍巍群山、
莽莽林海，来自惊涛

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高速公
路上不息的车流，来自流水
线上的一丝不苟、阡陌间的
辛勤耕耘、三尺讲台后的兢
兢业业……每个人的奋斗，
汇成推动我们不断前进的
力量。

梦想不灭、 奋斗不止。
今天的我们，前所未有地接
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梦想。 未来之中国，生机
无限！ ①2

律己以严，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
事以勤。

奋始怠终，修业之贼也；缓前急后，
应事之贼也；躁心浮气，畜德之贼也；疾
言厉色，处众之贼也。

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
众人事；让美归功，此君子事；分怨共过，
此盛德事。 ①2

（据中华箴言网）

本报综合报道

摇号抢课
近日， 浙江工商大学的选修课《食

品加工与创新实践》火了。 轻松有趣的
课程内容， 引来了全校同学的“申请
热”，让学校不得不推出“摇号抢课”服
务，那些成功选上课的幸运儿纷纷表示
这门课“好吃又好玩”。

寓教于乐不代表着课程一味追求
有趣就够了，要警惕课程设置“为特色
而特色”，走向哗众取宠。 课程的根本，
还在于让学生学有所获，教师在课程设
置上，要兼顾好课程的专业性和普及性
的关系，与时俱进，让学生在快乐学习
中真正收获有用的知识。 ①2

（许晓芳）

花样大闸蟹
□于杭

大闸蟹这几年成了礼
品市场上的抢手货。走红的
大闸蟹花样百出，失去了螃
蟹的原有模样。

早几年， 市场上出现
了“沾沾水”的阳澄湖大闸
蟹，说的是全国各地市场上
四处叫卖的“阳澄湖大闸
蟹”。 然而，事实上，阳澄湖
大闸蟹的产量不过市场上
“吆喝”的几十分之一，也就
是说市场上大量的阳澄湖
大闸蟹充其量不过是“沾沾
水”而已。

近几年又开始流行

“螃蟹券”，送礼不再是一箱
一提地搬来搬去，改用礼品
券了，而且线上、线下皆可
流通。 这可是大闸蟹的“证
券化”趋势哟！

今年，这种“螃蟹券”居
然可以提前预售。 9月底才
上市的阳澄湖大闸蟹，8 月
起就已经摆上各大线上、线
下的销售平台，只不过你预
订或送出的只是一张张“螃
蟹券”而已。

螃蟹从实物变为礼券，
从现货变为期货，商家到底
在打什么算盘？其背后的经
济学意义何在？

事实上，并非任何商品
都可以证券化。为什么作为
水产品的大闸蟹却可以轻
而易举地做到？原因也许并
不复杂。 其一，品牌知名度

让阳澄湖大闸蟹成了抢手
货， 抢手货就需要预订，提
前预付就有了预售的机会。
其二，在阳澄湖品牌的带动
下， 各地大闸蟹产业规模
化，让大闸蟹具备了量产的
可能，成为了普及的大宗商
品，为证券化方便流通提供
了条件。 其三，交易行为的
便捷化。由于作为水产品的
螃蟹有特定的储运条件，带
着冰块成箱地搬来搬去，不
利于礼品化流通，而“一券
在手，送礼无忧”的“螃蟹
券”就大行其道了。

当然，证券化的螃蟹未
必就是一件好事儿，由于缺
乏行业监管， 市场上
的“螃蟹券”都是商家
自行发行的， 如果没
有诚信的约束机制，

“螃蟹券”就无处兑现了，甚
至会是废纸一张。各地已出
现不少消费者手拿“螃蟹
券”却几个月提不到货。 还
有那些手持二传手礼券的
消费者， 如果忘了提货，不
就白白便宜了商家吗？这也
许正是商家喜欢发券的小
算盘之一吧。

“螃蟹券”也罢，大闸蟹
也罢，商品的流通是为了满
足正常的消费需求，如果滥
发礼品券，甚至搞成花样百
出的骗局，那这扎手扎口的
螃蟹不吃也罢。 ①2

（作者单位：南阳市人
民防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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