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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特搜�唠一唠

点外卖可备注“无需餐具”你愿意支持吗？

本报讯 紫菜养殖户们的头水紫菜日前已经晾

收完毕，11月19日下午，记者在古浮村走访时看

到，趁着最近天气晴好，紫菜养殖户们正抢晒第二

水紫菜。

当天下午，在古浮村内，几位紫菜养殖户将放

有紫菜的竹片整齐地摆放在空地上。蓝天白云下，

竹片上晾晒着的紫菜，一排排、一层层，闪闪发光，

远远望去仿佛一幅美丽的油画。

据其中一位紫菜养殖户介绍，虽然现在科技进

步，多了不少紫菜烘干设备，但是传统的日晒方法

更能保留紫菜的原味，所以即便到现在，他们也仍

然坚持传统日晒紫菜的处理方式。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天气晴好
养殖户晒紫菜忙

本报讯 日前，石狮市教育局出台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落实省颁课程 规范课程编排的若干意

见》明确规定，今后，我市小学校本课程三至六年

级每周安排1个课时书法课，用于毛笔字学习。此

规定一出，立刻得到不少家长的支持。

“我家孩子写字太丑，我一直很担心，现在学

校增设书法课，希望可以纠正孩子在写字中存在

的问题。”采访中，家长们对于孩子写字不工整、

字迹潦草十分苦恼，而家长反复纠正的效果并

不明显。有家长认为，学习书法，不光可以改善

孩子写字问题，同时书法讲究握笔和写字姿势，对

于写字姿势、握笔姿势不规范问题也可以一并改

善。

“学习书法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书

法讲究静心，长期沉浸在安静的氛围中，更能提高

孩子学习的耐力。”在我市第五实验小学从事书法

教学的陈老师认为，最近几年，国人对于传统文化

的热衷大大推动了书法教育行业的发展。一系列

政策的出台，包括书法进中小学课堂等，也让更多

学生和家长开始重视书法、爱好书法。在陈老师

看来，孩子从小接触书法是一件好事。由于书法

有很强的约束力，有着诸如书道等有一套自己的

流程规范，能帮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变得更加自

律。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小学增加书法课程
书法教育正当时

压压腿，扭扭腰，每天一大

早背起晨练包跑上10公里，这是

58岁的张欣欣每天晨起后的“必

备功课”。自从2008年开始接触

马拉松后，张欣欣每天都坚持晨

练、长跑，12年来，他参加了94场

马拉松赛事，也成了身边人眼中

的“马拉松达人”。

“这是2016年参加北京马拉

松得的奖牌”“这是2019年杭州

马拉松得的奖牌”“这是2020年

无锡马拉松比赛……”11月17

日，在谈起自己以往参加的比赛

和取得的成绩时，张欣欣如数家

珍，很是享受运动带给他的自信

与快乐。

2008年，身体不好的张欣

欣，在朋友的带领下，开始尝试

各种运动，例如马拉松、骑行

等。“基本上可以参与的运动，

我都接触了，最后发现马拉松

最让我快乐。”张欣欣说，在朋

友的鼓励下，2009年他报名参

加了马拉松比赛。那时候，他

每天都要到公园里跑上十几公

里，如果仅是运动，张欣欣的运

动量已经比多数普通人大，但

是想参加全程马拉松的话，这

样的运动量远远不够。为了让

自己能适应赛事，张欣欣想了

个不错的训练办法：先是快走，

再是慢跑，最后把速度提上去，

并计算所用时间。

张欣欣说，一开始他也和很

多人一样，听到半程马拉松要跑

21公里时有些害怕，担心自己坚

持不下来，家人听说他要参加马

拉松比赛，更是极力劝阻，担心

过度的运动会对他的身体造成

伤害，但是张欣欣觉得，自己不

应该连试都没试就放弃。第一

次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过程并不

容易，但也正是这一次比赛让张

欣欣彻底爱上了马拉松。“一开

始20公里的路程我要跑近3个

小时，后来只需一个多小时就能

跑下来”。现在，张欣欣参加了

不少全国各类马拉松赛，奖牌拿

了一箩筐。他坦言，虽然每次参

赛都得花不少钱，但跑下来是满

满的成就感。

参加了几次半程马拉松比

赛后，张欣欣开始尝试跑全程马

拉松。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

是一个人要连续跑42公里左右，

这比半程马拉松来说更考验人

的体能。张欣欣说，为了参加全

程马拉松，他每天的训练时间增

加了不少，每天累积的运动里程

达20多公里，还要搭配一些其他

的有氧训练。在张欣欣看来，训

练要讲究方法，一开始这样的训

练他还是很容易坚持下来的，但

是几天之后，就变得越来越难，

每天的训练其实就像是在模拟

马拉松。

如今，长跑对于张欣欣来说

已经是每天必做的事情，而参加

比赛也成了他的生活乐趣，甚至

有过一个月参加五场马拉松比

赛的经历。张欣欣说，因为运

动，他的生活变得更加有趣，因

为跑步，他认识了很多人。长期

跑步不仅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健

康，更让他知道了守时惜时。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本报讯 11月21日，石狮足协

元老足球队与泉州足球元老队在

石狮峡谷旅游路体育公园展开一

场“以球会友”友谊赛。自2020年

9月份成立以来，石狮足协元老足

球队已先后与泉州足球元老队、厦

门英华校友足球俱乐部、丰泽青商

会等球队进行交流比赛。本周，跟

随记者走近这群热爱足球的老男

孩们，倾听他们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支队员平均年龄近半

百的足球队，虽成立还不到100

天，但他们当中的队员大多是有着

近30年球龄的元老级球友。据球

队领队刘以协介绍，1990年意大

利世界杯的热潮推动了石狮足球

的发展，足球运动开始在校园内盛

行。

而今天的石狮足协元老队球

友，大多数就是当时校园内、街头

边踢球的小伙伴。他告诉记者，上

个世纪90年代初，足球运动在石

狮刚刚起步，踢足球的人数远不及

打篮球和羽毛球的人多，而足球场

地更是屈指可数。除了几所中学

有稍微像样的操场外，根本找不到

可以踢球的场地。尽管条件有限，

但丝毫没有阻挡他们对足球的热

爱与坚持。他们自发组织，积极参

加各种足球赛事，并且取得不错的

成绩，久而久之，便在泉州地区树

立起了石狮足球的地位与形象。

提及往事，这群已过不惑之年

的老男孩们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幸

福。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发展足

球运动，这群老男孩也积极响应号

召。他们当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

出力，无私地支持着石狮足球协会

的工作；有的积极参与全民健身运

动、推广校园足球、普及足球知识，

默默地推动石狮足球事业的发展；

还有的以球会友，走出石狮，宣传

石狮，成为石狮体育界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而更让他们感到欣慰的

是，石狮市委、市政府近年来大力

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提升民生福

祉，兴建、完善各种体育运动设施，

街头体育公园、智慧体育公园、标

准化的笼式足球场、十一人制足球

场等一个个面世，为他们提供了踢

球的好去处。

如今，每个周末，不管是位于

市中心体育馆的足球场，还是位于

峡谷路体育公园内的足球场上，都

能看到这群老男孩驰骋绿茵场地

的身影。他们表示，不仅要继续驰

骋绿茵场地，更要把他们对足球的

这份热爱与理解传递给身边的人，

把足球的理念更好地传承下去。

（记者 刘晓娟）

平均年龄近半百
“老男孩”继续下半场精彩足球

■城事茶馆

市区一家餐厅在收银台处放置“支持环保，无需餐具”牌子

石狮“马拉松达人”12年参加94场马拉松

本报讯 随着“双11”购物节落

下帷幕，市民陆续收到了血拼“战

果”。在以往，这段时间伴随派件

高峰期而来的还有退件高峰期。

那么，今年情况如何呢？11月18

日，记者从我市几家快递站点了解

到，相比往年，今年同期的退货量

明显减少。

前不久，市民许女士购买的

“双11”快递包裹终于全部收到。

“今年买了56个包裹，才退了4个

包裹。”许女士说，往年一到“双

11”她就会忍不住买很多东西，但

往往在收到包裹后才发现，其中

有很多东西都是冲动购买，最后

只能退回去。许女士说，退回的

快递多，快递费也是一笔不小的

费用，今年因为“双11”活动跨度

长，她在购买时明显比往年理性，

反复确定会用到的才购买。

“今年退货的比较少了，往年

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忙着派件外，

还要忙着收件，最多的时候，一个

片区可以收到近三十件。”一圆通

快递小哥表示，今年“双11”跟以往

不太一样，从11月1日开始，各大

电商平台便纷纷推出各种促销活

动，原本集中“爆发”的快件因中间

跨度时间长而被冲散，尽管快件总

量较平常有大幅增长，但派送节奏

和压力小了一些。

采访中，另一位快递小哥说，

今年“双11”期间，他每天派送快件

200至300件，收到的退件并不是

很多，快件收发情况也比预想的要

少一些。从这几年“双11”后期的

快件收发情况来看，市民退件的数

量逐渐减少，人们的消费观念正在

发生转变，理性消费减少了不必要

的网购行为。 （记者 蔡怡婷）

本报讯 11月20日晚上，记者途经奈厝前时看

到，村内几条主要村道增设了一些造型独特的太阳

能路灯，为村景增添了一些别样色彩。

“村里新装的这些路灯很好看，听说还是用太

阳能发电，挺省钱的。”奈厝前村一村民谈起村里刚

安装好的太阳能路灯时赞不绝口。每当暮色逐渐

降临，一盏盏明亮的太阳能路灯缓缓亮起，照亮了

一条条乡间小道，劳作一天的村民饭后在路灯下惬

意地散步，到处洋溢着祥和快乐的气息。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太阳能路灯为
“美丽乡村”建设“添彩”

“双11”退货量明显减少
市民消费趋理性

外卖可备注“无需餐具”
市民愿意支持

点外卖时，一个小举动，就可

以减少环境污染。近日，记者发现

越来越多市民在朋友圈晒点外卖

时在“餐具数量”一栏勾选“无需餐

具”，为环保助力。根据美团平台

大数据显示，随着石狮市民环保意

识的不断提升，今年以来在下单时

选择“无需餐具”的用户正逐渐增

多。

“因为工作比较忙，经常点外

卖，但我们都不用一次性餐具。”

上班族李先生由于工作原因，经

常点外卖，但他都坚持使用自己

的餐具，循环使用，对于可以勾选

不需要餐具的备注，李先生十分

支持。

对于外卖平台上出现的“无需

餐具”选项，许多细心的市民表示

很久之前就注意到，而在点外卖

时，也会特地备注勾选不需要。“因

为我经常点外卖，家里便积存了很

多这种一次性餐具，平常其实也用

不到，丢了又觉得可惜，以前会忘

记勾选不需要餐具，现在都会记

得。”施女士说。

采访中，大多市民都支持不用

一次性餐具，为环保助力，却也有

不少担心的声音。“虽说这是一件

好事，但还是希望不要一刀切。”市

民刘女士说，在餐具选择上还是希

望商家以客户意愿为主。因为外

卖本身就是为了方便大家生活，如

果自己有餐具，可以选择不要餐

具，但万一是在没有餐具的情况

下，商家又默认不提供餐具，会让

消费者很尴尬。

消费者备注不要餐具
商家仍会配送

如今的外卖软件上，大多设

置有是否需要一次性餐具的“选

项”。然而记者发现，很多顾客

选择“无需餐具”后下单，收到的

餐品中仍旧配送了几副餐具。

记者致电多家餐厅询问原因，

店家回复说，曾经有几次因为没给

顾客配送餐具而收到差评，“为了

避免因为餐具问题而收到差评，无

论顾客选不选餐具，我们都会习惯

性地给放上一次性餐具。”而这种

情况大多出现在一次性餐具不收

费的商家。

此外，有些收取外卖餐具费

用的商家也有自己的无奈。“有

的顾客虽然在菜单上选择了不

需要餐具，但下单的时候又留言

备注需要餐具，这种情况下，我

们一般也会配送餐具。”一家大

排档负责人说，设置收取餐具

费，本是为了减少一次性餐具的

使用，但是也有一部分消费者会

有些“投机”，在下单时勾选“无

需餐具”，而在备注里又写明要

几副餐具。

采访中，大多数商家表示，随

着消费者观念迭代，未来外卖或许

能真正做到无需给消费者餐具。

但当下外卖配送，他们还是会主动

给餐具，避免投诉和差评。

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
需要多方合作

当下，绿色生活环保理念已经

逐渐深入人心，大多市民在支持不

用一次性餐具，为环保助力的同

时，也担心主动拒绝使用一次性餐

具，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需要产业链上下共同努

力，才能达到预期的环保消费氛

围。”市民王先生认为，只集中在对

消费者端、或者外卖商家端的限

制，力度可能稍有欠缺。与其让商

家不提供或者消费者自愿不要，不

妨试试引导餐企使用可降解的餐

具，加快外卖餐具技术创新。王先

生表示，一次性餐具污染问题，应

当引起广泛重视。对于市民而言，

不管是否有相关规定，减少一次性

餐具的使用，便是遏制外卖污染的

有效力量。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点外卖也可以随手做环保。近

年来，在一些外卖软件下订单时，

在“餐具数量”一栏中可选“无需餐

具”这一环保选项。随着绿色消费

理念被越来越多人认可，在点外卖

时，许多市民也愿意选择不要餐

具。采访中，有市民认为这个小举

动非常“正能量”。

本报讯 眼下正是稻谷

丰收的时节，11月18日上午，

瀚玮国学幼儿园组织190名

小朋友到蚶江湿地公园内的

水稻田开展实践活动，让孩

子现场学习如何割水稻、打

稻谷，体验劳动带来的乐趣

与辛劳。

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踏

着轻快的步伐来到了田埂上，

迫不及待地跑向金灿灿的稻

田，有的闻一闻、有的摸一摸、

有的咬一咬，用心去探索、体

会劳动的价值和丰收的喜悦。

活动现场，几位正在采收

水稻的农业工作者细心地为

孩子们介绍农田里稻谷的生

长过程。随后孩子们还观看

了割水稻的场景，观摩了收割

机的运作情形，并亲身体验了

打稻谷、剥稻谷。

采访中，瀚玮国学幼儿园

负责人表示，组织这样的实践

活动，不仅让孩子们身临其境

地与稻谷来了个“亲密”的接

触，还丰富了幼儿们的生活经

验，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学会

珍惜粮食，懂得粮食的来之不

易。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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