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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院 农家饭

“光盘”在行动

日前，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委、市商务局、市市场监

管委、市粮食和物资局联合编制印发《天津市反食品浪费与粮

食节约减损工作方案》，旨在推动我市深入开展反食品浪费和

粮食节约行动。

农家院作为我市乡村旅游的主体，制止餐饮浪费，提倡

“光盘”行动，对于节约宝贵的粮食等资源，意义非常重大。一

些农家院饭菜为何会出现浪费，具体原因是什么？目前正在

采取哪些措施进行制止，取得了什么效果？连日来，记者进行

了采访。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陈忠权

本版摄影 通讯员 曾子益 杨天宇 王金一

农家饭菜产生浪费原因一

低价团饭菜质量低

“每人每天吃住80—100元，去这里的农家院旅游特便宜。”
春暖花开之际，在市区一些超市、小区门口总有一些人在散发这

样的小广告，目标群体锁定部分喜欢低价游的老年人。仔细了解发
现，这些低价乡村游，入住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远郊区的自然村落，不
仅住宿条件很一般，饭菜质量、口味更是不敢恭维。

一位农家院老板透露，他们村旅游业发展慢，基础设施落后，没
有知名度，没有固定客源，为了招揽游客，不得不降低收费标准。每
位游客每天吃住只收80元左右，从每人身上只能赚到20元左右，还
需从吃上做文章，否则根本不能赚钱。

在确保饭菜数量不少的前提下，一些经营户在菜品花色品种、食
材上做文章。一是鸡鸭鱼肉数量少，一般每桌12个菜中只有2个；二
是食材以当地廉价的土豆、圆白菜等素菜为主，这样就可以节省一些
经营成本。

一位老年游客说，低价农家院吃的饭自然不会太好。往往一大
桌子饭菜基本上都是素菜，而且烹饪水平也很低，菜品没有一点味
道。比如，醋熘土豆丝，看着不错，但吃上一口却发现除了酸涩味道
外，没有半点香味儿。还有其他菜品，也都是便宜菜。不吃吧，有点
儿饿，吃吧，确实难以下咽。人老了吃得本来就很少，实在太饿了，就
到村小卖部买点吃的。只是那一大桌子饭菜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面对这样的餐食，还会有人来吗？一位低价游推销员透露说，
有，农家院正是看中了喜欢高性价比的老年游客，低价游很有市场。

蓟州区文旅局相关部门介绍，为全面提高农家院旅游服务质量，
全面制止餐饮浪费，他们已经在该区发出通知，严格禁止低价旅游经
营行为，原则上不允许再接待低价团，违者将会严厉处罚，直至吊销
营业执照。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通过科学合理收费，确保游客住得好，
吃得好，从源头消除餐饮浪费。

农家饭菜产生浪费原因二

包餐制难以满足众人口味

午饭时分，在蓟州山区一家农家院餐厅，游客们正围着饭桌吃饭。
红烧水库鱼、红烧肘子、酱排骨、家烧茄子、肉末儿蛋羹……10

多个菜品，可谓色香味俱全，但一小时用餐结束后，桌上却还有不少
菜没被吃完。其中红烧肘子等多个菜，游客只吃
了很少一部分。另外，一大盘米饭也吃得并
不多，剩下大半盘。

老板娘赶快招呼服务员拿来垃圾
桶，全部倒进去，然后提到厨房外面放
置。老板娘抱怨，过去剩下的饭菜还
可以卖给养猪户，现在不行了，只能全
部扔掉，看着也心痛，但没有办法，人
家是花钱的了，吃不吃，吃多少，跟她
们一点关系没有。

这样一桌很好的饭菜为何还会
剩下？

多位游客说，饭菜看着色香味俱
全，但实在是没胃口。一是早餐吃得
晚，再加上上午没有外出，就在房间里
休息，没有胃口，根本吃不下。另外一
位青年女游客说，她平常就注重身材
保养，在家都不怎么吃肉，现在来到农
家院吃饭，一看大鱼大肉，为了保持身
材，依然根本不敢吃肉。一位老年游
客也抱怨，农家院老板非常热情厚道，
做饭舍得花钱，但是没有做到荤素搭
配，肉菜太多啦，大家都不敢多吃，怕
长胖。

一位资深农家旅游专业人士
分析，目前农家院大多是包餐制，
每天的费用包括住宿和三餐。因
为是包餐制，除去早餐外，午饭、晚饭菜品
每桌普遍都在 10个以上，主食也至少有两
种选择。菜品丰盛的同时带来的就是客人
的“任性浪费”——不爱吃的不吃，反正都
交钱了。

由于游客人多，厨师和服务员数量有限，所以团餐根本做不到满
足每位游客的口味。菜谱和菜品，游客基本没得选，上什么饭菜就吃
什么，游客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饭菜产生浪费就
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破解这个难题，蓟州区、宁河区、武清区、静海区等农家院正在
逐步推行游客点餐制。就是像饭店一样，游客按照经营户提供的菜
谱，点自己爱吃的菜品。俗话说，爱吃不浪费，这样就基本上不会产
生浪费。

农家饭菜产生浪费原因三

好面子，讲排场，抢夺游客

最近几年，随着精品民宿的异军突起，争夺高端游客资源战
已经打响。

首先是精品民宿经营户全面提高饭菜档次。很多精品民宿除了
提供传统美食外，还增加了海鲜菜品，其中有海蟹、大虾、皮皮虾、海
鱼等，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为与之争夺客源，一些条件较好的农家
院也跟着追风，从海鲜市场购进海货待客，但这样的好心，实际上却
没有得到游客太多的青睐，产生了浪费。

一位老板透露，他家的农家院每晚每人食宿收费标准是360元，
除了在住宿环境上积极改善外，剩下的就是提高餐饮档次。因为比
一般农家院收费高，所以餐桌上就不能只上传统菜品，一定要有相匹
配的“大菜”。其中就包括：海蟹、大虾、烤乳猪、烤全羊等，显得高端
大气上档次。由于饭菜数量多，一些中青年游客喜欢在饭桌饮酒，他
们的兴奋点都是在喝酒上，吃菜并不多，加上还有的带着孩子吃得很
少，所以一大桌的饭菜根本吃不完，最后大量剩下。

另外一位老板补充说，她们家时常有一些好客的游客，是带
着朋友来农家院游玩的。为了显示自己的热情，在已经吃得不
错的情况下，借着酒劲，仍然要额外付钱加菜，有时是加2个，有
时竟然加3个或者 4个。其实，饭桌上还有很多菜品，但为了显
示自己的好客，硬是要加菜，最后只是象征性地吃一点儿，其余
全部剩下，令人惋惜。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专业人士发出倡议，农家旅游经营户提供
的饭菜，不要贪大求全，更不要过分追求“高大上”，要以当地山村美
食为主，做到色香味俱全，营养、口感俱佳即可。对于要求加菜的游
客，经营户要礼貌待客，婉言相劝，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光盘行动”妙招一

民宿每天只提供两餐

中午时分，走进蓟州区罗庄子镇旅游村——赵家峪村，本该是游客
们集中用餐、饭菜飘香的时间，但村子里多家民宿却是一片寂静，空荡荡
的，根本没有人就餐。

一家名叫“山霁石语”的民宿老板告诉记者，游客们都去附近山里游
玩了，傍晚才回来，所以根本不回来吃午饭。作为经营户，她们提前跟游
客们说好了，民宿只提供早、晚两餐，取得了游客们的认可，她们经营户
也减轻了压力，更重要的是减少了餐饮浪费。

另外一户民宿老板介绍，赵家峪村农家院过去也跟其他村一样，给
游客提供一日三餐，但由于周边有多家滑雪场和娱乐场地，很多游客中
午根本赶不回来吃午餐，结果，精心烹饪的饭菜只能倒掉，浪费特别严
重。所以，后来在和游客协商沟通的基础上，双方达成一致：民宿不再提
供午饭，游客们白天一整天在外面玩，他们自己就近解决午饭问题。

赵家峪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立杰介绍，这样一来，游客们吃完
早餐，就去周边的滑雪场等地游玩，中午在外面就餐，傍晚时分再回来吃
晚餐。由于一整天在外面游玩，晚上就餐欲望很强烈，一大桌饭菜2小时
候就被风卷残云般吃光，游客开心了，还没有浪费，一举两得。现在全村
30多户民宿和农家院基本上都不再给游客提供午餐。

超级农家乐

“光盘行动”妙招二

改包餐为点餐
“老板，咱们这里的香椿芽很香吧，我们点一个香椿炒鸡蛋，外加

水库鱼、红烧排骨、小葱拌豆腐、柴鸡炖山蘑、黄瓜蘸酱，6个菜，一半
荤菜、一半素菜，青年人和老年人都爱吃。”在蓟州区下营镇一户农家
院，一位游客正在点餐。

这位姓张的游客介绍，他此次带着5位家属一起来游玩，70多岁
的父母亲喜欢吃点当地传统，儿子则喜欢吃荤菜，夫妻俩是荤素搭
配，这6个菜是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后点的，大家认可，这样上来后，肯
定不会剩，避免浪费。

记者采访发现，很多游客都是带着6—10岁的孩子入住农家院的，
为了让孩子们也能吃到他们喜欢的食物，不少农家院经营户煞费苦心，
专门给孩子们准备了他们喜欢的菜谱，其中有孩子们喜欢的海鲜粥、水
晶水饺等，还有一些儿童简餐，其中有自制的面包、果酱等。

农家院经营户李龙介绍，过去由于没有实行点餐，很多家长都为
孩子们的饭食着急，因为农家院端上来的饭菜都是成年人喜欢吃的，
根本没有为孩子烹制的，所以很多孩子不吃，有的哭闹不已，让家长
们很烦躁，整顿饭都吃不好。现在通过实施点餐制，家长、孩子都可
以点自己喜欢吃的菜品，各吃各的，老少咸宜，其乐融融。

一户农家院推出的游客自点菜单很丰富，有山野菜、炒香椿、鱼
锅卷子、小米粥、柴鸡炖山蘑、炖河鱼、药膳山鸡、炒柴鸡蛋、炸河虾
等。还有烧烤，其中有烤羊肉串、烤玉米、烤红薯、烤全羊、烤鱼等，很
受游客欢迎。儿童餐也有很多种。

“光盘行动”妙招三

半份餐加简餐

最近几年，每逢春天，蓟州区毛家峪村
都要举办“长寿杯”山野菜节，吸引不少游客

参观、品尝，深受欢迎，成为游客餐桌上的一道健康
美食。

春天，在该村附近山坡上，山野菜遍地，其中很多
还是中药材。为了丰富游客餐桌，发掘健康美食，毛

家峪村“两委”组织20家农家院经营户用当地产的苦菜、荠菜、曲曲
菜、花椒芽、榆钱等山野菜制作了美食，其中有五福云吞蝴蝶面、年年
有榆、长寿饼等寓意丰富的拿手菜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品尝。

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锁告诉记者，通过山野菜文化节的举
办，以山野菜为媒，把大健康理念和中医药的文化植入乡村旅游转型
升级中，让游客到此享受到生态、科学、高品质的医养文化。这样一
来，用山野菜取代部分传统饭菜，由于清香可口，餐桌自然就没有浪
费了，效果特别好。

游客李先生高兴地说，特别喜欢山野菜节，不但品尝到了山野菜
美食，而且因为山野菜节邀请了天津中医
药大学的专家现场讲解，还学到很多保健
养生知识。

蓟州区文旅局副局长李淑伶
介绍，该区现有2008个旅游村，
为了杜绝餐饮浪费，他们下发倡
议书，并制定了具体措施，各镇还
组成专门巡查队，对农家院餐饮
浪费进行督察，一旦发现大量剩
饭剩菜，就会对经营户进行严厉
的批评教育，对于特别严重的，将
进行处罚，以起到警示作用。

“光盘行动”妙招四

烹饪山野菜美食

走进蓟州区下营镇，当地不少农家院都开始推广半份餐，也就是
用比平常小一半的餐盘供餐，或者用原来的大盘只装半份餐，这种供
餐情况一半都集中在晚餐。虽然饭菜量减少了，但可以多选择几样
菜品，游客依然非常满意，还减少了浪费。

常州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董云鹏介绍，该村是天津首个农家
院旅游村，近30年来，游客不断，凭借的是秀美的景色、舒适的住宿

条件，还有丰盛的饭菜等。最近几年来，为了
避免餐饮浪费，他们和游客积极沟通，针对游
客年龄、数量、性别、饮食喜好等，提供个性化
的餐食，特别是在晚饭试行半份餐制。

村支委马燕楠补充说，他们跟游客聊天
发现，一些老年游客上午游玩，回来吃完午饭
后，就回到房间休息，下午一般不再出去。这
样一来，由于活动量不大，加之一些老年游客
有晚饭节食的习惯，吃得并不多。所以，他们
现在减少晚饭饭菜数量，但厨师却做得更加
精致，更加美味，游客依然很开心。

记者采访发现，为了避免饭菜浪费，不
少农家院还推出了简餐。也就是根据游客
需求，不再提供传统套餐，取而代之的是提
供特色面条，邀请游客们一起包饺子等，虽
然没有鱼和肉，但中老年游客们却吃得非常
舒服，特别满意。一位游客高兴地说，每天
吃大鱼大肉，肚子都受不了，也不利于身体
健康，晚上在农家院吃顿饺子或者面条等家
常饭，新鲜别致，美味无比，健康营养，还没
有浪费。

儿童特餐受欢迎。 野菜美食人人爱。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勇敢的心2》第
16、17集 佟家儒一脸狼
狈地出现在东村面前，恳
求东村救命，东村质疑佟
家儒为何到了这个时候还
跟自己讲师生之谊，东村
不解其意决定静观其变。
欧阳正德来到与欧阳公瑾
约定的地点，东村带着佟
家儒一路尾随，他们见证
了欧阳正德掉入陷阱被炸
得粉身碎骨。东村愤怒之
下欲杀佟家儒，却因大量
街坊出现而无法下手……

天津卫视19:30

■《咱爸咱妈六十
年》第22、23集 杜院长为
了不让高树江为难，他提
出杜彬可以把公费出国的
机会让给李阳，他带全家
出国定居。高树江清醒地
意识到：如果杜院长全家
自费出国，杜彬回来的可
能就很小了。为了留住杜
彬这个难得的人才，高树
江又找到李阳的父亲李书
记，重新召开党委会，最后
决定公派杜彬出国留学，
杜彬在出国前和幸福办了
结婚登记……

天视2套18:15

■《非亲姐妹》第30、
31集 夏母无法说服儿
子，她来到卢家湾跪在卢
月面前苦苦哀求她在离
婚的事情上作出让步。
卢月不忍看到两家的老
人伤心难过，她决定放弃
名存实亡的婚姻。冯家
二老拿出十万元积蓄投
入到技工学校的基建工
程上，齐东邀请卢月也加
入学校的建设……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一位七
十多岁高龄老人，和老伴儿
勤俭一辈子攒下了几十万
元，可是在老伴儿去世后，
老人到银行去取款却遭到
了拒绝。老人认为银行故
意刁难，一气之下将银行告
到了法院，可银行却表示他
们也是有苦难言。这究竟
是怎么一回事？

天视6套18:00

■《你看谁来了》本
期节目邀请到关牧村、王
洁实、刘和刚、江涛、乌兰
图雅、魏金栋多位著名歌
唱家登场。节目中嘉宾们
不仅分享了自己的劳动经
历还奉上好听的歌曲，众
星云集、星光熠熠陪您欢
度节日。

天津卫视21:20

天津卫视（101）

19:30 快乐生活剧
场：勇敢的心 2（16、17）
21:20你看谁来了

天视2套（103）

18：15 剧场:咱爸咱
妈六十年（22、23）

天视3套（104）

17:30剧场：风和日丽
（5、6）19:00剧场：尖刀风
雷诀(28—31)22:00剧场:
尖锋之烈焰青春(32、33)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非亲姐
妹（30、31）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百医百顺海德堡特别节目
20:10 大医说21:00 生活
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19:30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