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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餐饮浪费”话题持续火热，
社会倡导节约的势头很足。不过在实
践过程中，大家还是多少能感受到一
些现实阻力，“碗太大”便是其中之
一。

在全国很多地方，无论商家还是
消费者都习惯于用大碗、上硬菜，待
客时“碗大”似乎等同于“面子”，而
“光盘”“打包”则显“小气”“寒酸”。这
种心理究其来源，很大程度上是物资
匮乏年代留下的影响。再说中国人也
向来讲究“礼多人不怪”，为显诚意，
请客七大碗八大碟，点菜宁可多不可
少。久而久之，这种习惯某种程度上
也异化为摆阔心理、炫富心态、攀比
行为，许多人裹挟其中，即便内心并
不认同，也不得不为了“面子”随大
流。

吃一半扔一半，这到底是“面子”
还是“丢人”？遏制餐饮浪费，确实需
要社会文化心理上的反思和重塑。今
天，大家的日子都好了，也讲究了，诚
意与热情，根本无需通过大盆海碗来
表达，不量需点菜，瞎招呼、猛劝饭，
倒给人平添心理压力，造成的糟蹋浪
费还会让大家尴尬。可以说，无论是
从物质水平、饮食结构还是生活节奏
来看，“少而精”都是更适合当代人的餐桌文化。
“面子”不在碗大碗小，热情不在“剩宴”与否，道

理大家并非不懂，小碗菜、半份菜也提倡过，但为什
么“半份菜点着点着又没了”？一则商家的动力不足。
小碗菜、半份菜，看似只是对“大碗”减量，但工序与
用时不减，若定半价，商家不乐意，定高了，食客又不
买账。二则消费者主动性不够，特别是在待客时，怕
伤“面子”，也省不了多少钱。
“大碗”换“小碗”，关键还是在养成风气。如果点

小碗菜、半份菜的人多了，就算价格降下来，商家也
不会没得赚。对于消费者，点“小碗”“半份”则一可避
免浪费，二可换取更多品种。这是对商家、消费者、社
会都有益的选择，理应大力倡导。习惯是需要培养
的，这方面，餐饮业界不妨把目光放长远一点。小碗
菜、半份菜应该成为餐饮菜单的标配，也应该成为行
业行动。而作为消费者，也不妨放下无谓的“面子”，
主动适度点菜、少量多品，让“理性消费为荣、糟蹋浪
费为耻”从倡导变为社会共识。
“小碗待客不丢人”“不光盘才丢面子”，持之以

恒，方能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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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的雨水为大家带来了凉爽的感觉袁 此时袁养
生也应该顺应人体与季节的变换及时调整遥 那么袁如
何科学调整钥 来听专家怎么说遥

暑热的天气正在过去袁秋凉将慢慢开始袁中医来
讲袁此时是阳消阴长的时段袁要想保持健康袁就得顺应
季节的变化遥 首先可以从饮食上开始遥 县第二人民医
院内科主治医师唐海群告诉记者院野由于气节的变化袁
所以我们的饮食要以清润为主袁我们要少吃一点辛辣
的东西袁再慢慢吃一点酸的袁少辛增酸遥 耶少辛爷就是少
吃辛辣的食物袁比如平时家里吃的葱尧姜尧蒜尧辣椒等
等遥 耶增酸爷就是多吃酸味的东西袁像平时吃的醋尧葡
萄尧山楂等等遥 冶

野少辛增酸冶是中医营养学秋季饮食最重要的原
则之一遥 中医来讲袁肺属金袁少辛可以防止肺气太过袁
而酸可以帮助津液分泌袁 从而达到减燥润肺的目的遥
除此之外袁在生活起居方面袁也需要作出调整遥

唐海群介绍院野刚入秋的时候袁人们往往感觉到困
乏尧或者是老有咳嗽的症状袁这是因为夏天消耗了人
的精气和精力遥 千补万补不如觉补袁每天的子时和午
时都是觉补的最佳时候袁子时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夜
里的 11点到 1点袁午时就是指中午的 11点到 1点袁这
个时候是觉补的最佳时候遥 冶

不同于炎热的夏天袁天高气爽的秋天是市民们锻
炼身体的黄金季节遥 唐海群提醒袁适量的运动可以促
进脾气运化尧改善胃口袁但要讲究方法袁正确运动才能
养生袁做错了反而伤身遥 野初秋运动宜舒缓袁因为这个
时候湿热仍比较重遥 户外运动要以出微汗为宜袁不能
大汗淋漓袁 平时运动健身的时候要坚持适量原则袁不
可以做剧烈运动袁最好选择散步尧慢跑尧打太极等舒缓
的运动遥 时间最好选择早上或者晚上天气凉爽的时
候袁还有锻炼的时候要注意补水分袁防止脱水遥 冶

初秋时节如何养生？专家为您支招
本报记者 李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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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月份袁县公安局接到网安支队线索袁湖北
某公司制作了一款帮助用户实现信用卡套现和垫还
功能的 APP袁联合多家下游公司包装推广遥虽然 APP
名称各不相同袁但内容都一样袁采用抽取手续费及佣
金的方式获利袁其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犯罪遥接到线索
后袁我县警方立即组织专人开展侦查遥

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孙健介绍院
野比如袁10000元信用卡用了 5000元袁 月底还不了袁
这款 APP可以帮你把信用卡里剩余的钱刷出来袁扣
除手续费袁再给你垫还进去袁平掉账单遥 只要信用卡
里面尚有额度袁该 APP就可以将剩余额度无限次刷
出遥 虽然暂时还贷袁 但持卡人所欠费用就会越来越
多遥 冶

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房军告诉记者院野目前
我们研判得知他们已非法套现 4亿余元袁 这种无次
数限制套现的 APP危害极大袁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
秩序袁必须从源头打击袁直捣软件开发公司遥 冶

在盐城市公安局网安尧经侦支队的指导下袁通过
两个多月的侦查尧深度研判袁我县警方发现湖北两家
科技公司分别开发这款可实现信用卡套现垫还的
APP袁并联合下游多家公司进行推广袁采用抽取 APP
手续费及佣金的方式袁非法获取暴利遥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袁其行为严重扰乱金融秩序袁构成非法经营罪遥

此次抓捕行动在武汉尧上海等地同步开展遥为了
防止打草惊蛇袁 两个抓捕组 7个小分队的民警必须
同步收网袁他们紧锣密鼓尧持续作战尧快速推进噎噎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涉案窝点悉数被端遥

野警察浴不许动浴 冶8月 25日下午袁上海抓捕组扑
向非法经营窝点袁当场抓获嫌疑人 35名袁但 3名主
要嫌犯都不在现场遥 1号嫌犯阎某去了北京袁2号和
3号嫌疑人回了湖北遥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袁抓捕组立
即启动抓捕 1号头目的应急预案袁 同时通知湖北抓
捕小组抓捕 2号和 3号嫌疑人遥

这么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不可能一帆风顺袁 必定
历经曲折遥 野前期侦查发现武汉 4个窝点分散在江
夏尧汉口等区袁且窝点还非常隐秘遥 冶黄海告诉记者袁
加之 2号尧3号嫌疑人分别在湖北的襄阳和仙桃袁他
们又分出两个抓捕小分队袁连夜前往抓捕遥

由于打击声势浩大袁 潜逃在北京的 1号犯罪头
目阎某也深知无处可逃袁在强大的法律震慑尧民警劝
说和家属亲情攻势下袁从北京乘飞机袁于 8月 26日
凌晨 1时许赶到上海投案自首遥此外袁东台市公安局
也同步组织民警赴广东尧北京等地进行收网袁抓获犯
罪嫌疑人 22名遥

野本案中出现的利用 APP非法套现属于新型网
络犯罪遥冶办案民警表示袁所谓信用卡套现袁是指持卡
人通过非法手段将卡中信用额度内的资金以现金的
方式套取袁同时又不支付银行提现费用的行为遥本案
件中系通过网上 APP将卡中信用额度内的资金以
虚假交易的形式套取现金的方式遥

射阳警方提醒袁信用卡是用来消费的袁而不是用
来套现的遥 信用卡套现的本质是持卡人恶意以消费
名义从银行套取一定额度的贷款袁 这在某种程度上
是涉嫌虚构事实的贷款诈骗行为袁 是被法律明文禁
止的袁持卡人不要打信用卡的野歪主意冶袁轻信不良商
家或不法分子恶意套现袁将会影响自己的征信袁会受
到处罚遥

射阳警方破获
一起非法经营案
涉案资金达 4亿元
本报记者 唐正清 张慎传

1974年出生的他袁35岁被县关工委聘请为校外
教育辅导总站的副站长袁 成了辅导站里一名负责
人遥 从此袁他与留守儿童结下不解之缘袁也走上了社
会工作之路遥 12年来袁他像阳光一样温暖照耀着那
些需要呵护的留守儿童袁 先后陪伴 1500多名留守
儿童健康成长袁被誉为留守儿童的野爱心爸爸冶遥 他
就是张才祝遥

今年初袁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遥 受此影响袁
孩子们长时间野宅冶在家中袁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心
理问题遥 为此袁作为中级社会工作师袁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的张才祝袁在射阳关爱群里公布了免费的心
理咨询热线袁接听时间为早 8点到晚 8点遥 可是有
些孩子却在夜里十一二点袁 甚至凌晨两点打来电
话遥 接孩子的心理咨询热线虽然有点累袁但是能疏
导孩子的心理袁张才祝觉得这些付出都值得遥

疫情期间袁一些孩子学习受到很大影响袁不习
惯上网课遥 张才祝组织 40多名青年教师志愿者尧大
学生志愿者尧心理咨询师志愿者袁辅导校外教育辅
导站的孩子袁还与上级团组织联合开展野你们的爱
我们来守候冶活动袁对全县一线医务人员尧警察尧志
愿者子女进行线上一对一或一对多的辅导袁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遥

起初袁校外辅导站以免费辅导留守儿童文化课
为主袁但张才祝与孩子们的接触中发现袁由于父母
长期不在身边袁缺失家庭教育的留守儿童更需要心
理疏导遥 自 2015年以来袁 张才祝先后组织开展 80
多个与留守儿童有关的公益活动袁2009 年至今袁
1500多名留守儿童袁在张才祝和校外教育辅导站老
师的帮助下健康成长遥

野社会尧家长亲切地称我为留守儿童的爱心爸
爸遥 冶张才祝说袁这既是对他的最高奖赏袁也是对他
的鞭策和鼓励遥 他也在努力尽到一个野爱心爸爸冶的

责任遥
今年 11岁的留守儿童小玲迷上了手机游戏袁 一发不可收拾遥

野实在管不了她了袁我断掉网络信号袁或是没收手机袁她就要跳楼自
杀遥 冶为了游戏袁小玲成天在家闹得不可开交袁无奈之下袁爷爷只好向
张才祝求助遥

接到求助袁张才祝苦思良策袁最终决定综合运用个案工作方法
中的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尧任务中心模式尧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进行
救助遥 起初两个月收效甚微袁到了第三个月袁效果慢慢显现袁最后成
功帮小玲戒掉网瘾遥 随后袁张才祝为小玲量身定做学习规划袁在态度
纠偏尧兴趣引导尧习惯养成等方面进行一对一专业训练遥 短短一个学
期的时间袁小玲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了一样遥

野做社工袁有喜有忧袁有苦有乐袁有笑有泪袁有花有果袁这就是社
工的乐趣遥 冶张才祝笑着说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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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袁
连日来袁我县开展各种活动袁向抗
战烈士献花袁看望慰问老战士袁铭
记先辈功绩尧不忘初心使命遥

彭岭 张伟生 摄

本报讯渊记者 张学法冤日前袁中宣部办公厅尧文化
和旅游部办公厅下发举办 2020 年全国基层戏曲院团
网络会演的通知袁 我县剧目工作室副主任丁晓东编剧
创作的大型现代农村题材淮海戏叶孟里人家曳经过层层
选拔成功获选袁将代表江苏省参加本次网络会演遥

该剧取材于苏北新农村袁 生动讲述了在省城退休
的老编辑孟怀古回到了他的老家养老袁 但很快就陷入
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纠葛中袁面对情与理尧是与非尧迎
与避的选择袁 最终还是靠一个文化老人的一腔真诚与
担当化解了种种矛盾遥 叶孟里人家曳获市新剧本评奖特
等奖后袁由连云港灌南县淮海剧团排演遥

年过半百的省戏剧家协会会员丁晓东袁 迄今创作

大小戏二十余部袁 所创作的作品均在市新剧本评奖中
获奖遥 其中大型戏曲叶那一片雪花曳在省第六届淮剧节
上获得十三项奖励曰叶和顺村上那些事曳 获市新剧目展
演文华大奖尧文华编剧奖袁并入选 2018 省艺术基金资
助项目袁 省文化厅 2019 年现实题材舞台艺术扶持计
划曰大型柳琴戏叶大榆树街曳入选 2018省艺术基金资助
项目曰叶味窑道曳获市新剧本评奖特等奖袁市政府文学艺
术奖银奖袁省戏剧文学奖三等奖曰小戏叶菊花村的桥曳
在第八届野江苏戏剧奖窑小戏小品奖冶赛事中获得优秀
剧目一等奖尧优秀编剧奖遥 叶让你上回当曳获市小戏小
品调演一等奖尧市政府文学艺术奖银奖遥

丁晓东创作的《孟里人家》将参加
全国基层戏曲院团网络会演

图盂图榆新洋农场负责人走访慰问抗战老兵糜享祥和潘
序银袁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袁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
的问候遥

淤

于

盂

榆

图淤图于县烈士陵园纪念碑前广场
庄严肃穆袁200余名各界代表在纪念碑前
整齐列队袁依次走到纪念碑前袁向抗战烈
士鞠躬并献上菊花遥

灾难无情人有情袁 生命面前不分国籍和
种族浴 8月 25日袁中国华洋海事中心有限公司
OCEAN ANG 号散货船在航行间本着人道
主义精神袁 协助希腊海岸警卫队成功救助了
41名海上遇险难民遥

参与指挥并带队下海营救的大副徐锦文
是射阳籍船员袁 当他们救起第一批落水人员
后袁获救者感激地问他们是哪里人袁徐锦文大
声地回答院野中国人袁我们是中国人浴 冶

接到求助电话紧急施救
当地时间 8 月 25 日下午 4 时 50 分袁中

国华洋海事中心有限公司 OCEAN ANG 号
散货船袁在前往俄罗斯一港口的航程中袁途经
爱琴海时袁收到希腊海岸警卫队紧急呼叫袁请
求帮助搜救附近海域遇险难民船遥

当时袁大副徐锦文正在驾驶台值班袁收到
呼叫后立即告之船长袁OCEAN ANG号随即
掉头朝报告位置转向遥当 OCEAN ANG号接
近事发地时袁船员发现海面上漂着几十人遥

野有人员落水袁这不是演习袁全体船员穿
好救生衣做好防护措施袁准备救人浴 冶徐锦文
在船上广播里喊道遥 随后他穿好救生衣袁交班

给二副就前往甲板现场袁 指挥船员对救生艇
和救助艇做下水前检查遥

当时海面上很多人没有救生衣和救生
圈袁一些人被洋流推远袁根据安排袁其他参与
救援的船只主要在远处救援袁 中国货船则在
沉船附近实施搜救遥

一个小时救起 41人
很快袁 徐锦文和同事操作救生艇和救助

艇袁前往正在沉没的船只附近开展施救遥 来回
两趟袁 徐锦文他们将附近所有落水人员救起
并送到OCEAN ANG号散货船上遥一个小时
里袁他们共救起 41人遥

获救人员对船员开心地说院野我们还活
着浴 冶野非常感谢浴 冶有人在登上大船舷梯前袁给
了徐锦文一个拥抱袁 流着眼泪对他道了一声
野谢谢冶遥野那场面真的挺感人浴冶9月 4日上午袁
徐锦文所在的货船正在俄罗斯一码头卸货袁
谈起当时的情景袁他在微信里动情地说遥

希腊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尼科斯窑拉加迪
亚诺斯 2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袁这起涉及难
民和非法移民的行动是爱琴海海域最大规模
和最为成功的救援行动之一袁 事故涉及难民

和非法移民人数较多袁 大多数人没有救生设
备袁而且夜间救援难度大遥

徐锦文回忆道院野救援过程中袁 天渐渐地
黑了袁涌浪也增多袁说实话我们当时的确很危
险袁现在回想起来也有些后怕袁但接到求助电
话时没有人想过不去救遥 冶

野我们救人的行为获得各方肯定袁以后遇
到类似的情况袁 我们还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
手遥 冶微信里袁他告诉记者袁希腊国际救援组织
给他们发来了感谢信遥 叶中希时报曳等国际媒
体作报道袁为他们见义勇为的行为点赞遥 船东
香港民生银行奖励他们救援人员 1 万元美
金遥

曾为村里捐资修路
徐锦文今年 37岁袁 是海河镇大有村人袁

毕业于南通职业技术学院海运专业袁21岁登
上远洋货轮一直至今遥 徐锦文的父亲徐为富
是退伍军人袁 他为徐锦文勇于救人之事感到
自豪遥 他告诉我们袁徐锦文从小就肯学习袁爱
帮助人遥 在国外时更是严于律己袁因为知道自
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遥

大有村党总支书记刘建纲介绍说袁 徐锦

文是个热心肠的人袁乐于善施尧好于助人遥 前
几年袁大有村一组公司河没有桥梁袁村民外出
不方便袁他要求出资十几万元钱建一道桥袁后
因居民点改道没有实施遥 今年出国前袁他看到
门前一条泥路不好走袁 又主动捐资为村里修
了一条砂石路遥 得知他在希腊爱琴海救助难
民的事袁刘建纲竖起大拇指院野徐锦文好样的浴
他把好事做到了国外袁为我们村争了光袁也为
我们国家争了光遥 冶

疫情期间为保障安全袁船员们不得休假尧
不能下船袁 徐锦文已经在船上待了 8个多月
了遥 徐锦文的儿子即将上小学袁可他却无法回
答孩子每次视频通话里问他什么时候回家的
问题遥 野一直觉得亏欠袁没有陪伴他的成长遥 冶
徐锦文的妻子彭敏是县实验小学幼儿园老
师袁非常理解和支持丈夫的工作遥 对于徐锦文
救人的事袁彭敏说院野我很高兴袁丈夫和同事的
事迹引发国际关注遥 他们的行为是国家的骄
傲袁也是我们家庭的骄傲遥 冶但海上救援有风
险袁 她更希望徐锦文以后救人时一定要保护
好自己遥

难民船在希腊沉没袁中国货船勇救 41人遥 生命面前不分国籍和种族袁射阳籍船员徐锦文和他的同事要要要

爱琴海勇救落水国际难民
本报记者 张伟 张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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