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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本报收到读者Cathy的来
信，她为拒绝“ 剩”宴叫好，却也道出
了自己的疑问。Cathy称，当她在外就
餐时，遭遇了很多“ 潜规则”，而这些
规定在她眼中则助推了餐桌浪费。

“ 满桌剩菜想打包，店家开口就是一
元一个打包盒，一元一个塑料袋，难道
不是在阻止食客的节约行为吗？”记
者调查发现，沪上大部分饭店及酒店
都存在“ 打包收费”、“ 包房最低消
费”等情况，已是行业惯例。

几个女孩无奈点满一桌菜
昨日，记者走访了沪上多家餐馆

及咖啡店后发现，不少包房存在最低
消费。比如飞虹路飞虹支路路口有家
上岛咖啡，其中一间像样一点的包房
的最低消费近300元。

点了套餐后，一位顾客突然看到再
点饮料部分可以享受半折，但服务员
却告知对方只有达到最低消费才可以
享受半折优惠。在咖啡馆里有一间包
房，里面只有5个人，几个女生点了很
多东西怎么都达不到最低消费，为了
不被商家白占便宜，就点了满满一桌
小吃和套餐。

而社会饭店的包厢费更是高得离
谱，比如老克勒上海菜的包房最低消
费为1500元至2000元，尚一汤的包房
最低消费要1500元。也有部分饭店按
照人头制定包房最低消费，例如梅园
村酒家包房人均最低消费120元。

与社会餐饮不同，沪上酒店业人
士透露，在酒店餐厅内一般不存在最
低消费的情况。“ 酒店餐厅普遍的收
费方式是点菜，另收15%服务费，一般
不限制最低消费，包房也无需额外费

用。至于宴会厅的大型餐饮一般都采
用打包净价的方式，无非是几种套餐
价格选择，所以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部分餐厅免费提供打包
新春将至，记者昨日走访了几家

中式饭店，发现虽有商家表示年夜饭
不设最低消费，但其实菜金本身已经
超出最低消费一大截，而如没有订到
足够的金额，有些年夜饭还是得在大
堂里吃。

一家丰收日饭店的袁先生在坦言
年夜饭“ 全定满了”的同时表示，“ 无
论包厢还是大堂（ 菜金）价格都是一
样的，没有最低消费的说法。”不过另
一家名为“ 妈咪厨房”的餐厅则坦言
包厢有设最低消费，只是在2月9日那
天暂停。但记者从工作人员的话中了
解到了暂停的原因：“ 我们这里年夜
饭均价在1980元，平常的包厢最低消
费是1200元，所以即便顾客选择包厢
也已经满足了最低消费的条件。”过
了除夕，该饭店的包厢费仍将收取。

和“ 妈咪厨房”同设最低消费的
还有“ 香港狮子山下”饭店。记者了解
到该门店的7家包厢“ 入场费”达到了
2588元，而只有市民在预定年夜饭时
达到此最低消费才能在包厢内吃饭，
而当除夕一过，包厢最低消费调整为

“ 每桌每位100元”。
记者走访的所有商家都表示“ 会

提醒顾客不要浪费食物”，但与此同
时也称打包盒“ 因有制作成本”不会
免费提供，每个打包盒价格为1元或2
元。不过本市诸如名豪、圆苑、豪皇等
饭店的打包盒则免费提供食客，以鼓
励打包剩菜。

酒家饭店这些“ 潜规则” 是不是在助推“ 舌尖上的浪费”？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部分餐厅虽然 有鼓励节约的措施，但消费者参与度却不高

“ 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并非只是一句口号，除了道德上的约束，如何
用合理而有效的手段来鼓励食客节约，杜绝饕餮“ 剩”宴才是摆在我们面
前更为迫切的课题。在市餐饮协会发出倡议后，沪上越来越多的餐厅都将
加入鼓励绿色消费的阵营，本报记者实地调查，探究“ 半价菜”也好，“ 节
约奖”也罢，究竟是否可以起到良好的节约效果？

在本系列报道的最后一天，我们仍将把目光聚焦于“ 食客”与“ 餐
厅”，从一位读者来信引发的思考出发，探讨杜绝餐桌浪费的可行性做
法。 本报记者 范彦萍 俞韡岭

诸如“ 打包收费”、“ 包厢费”这
样的规则是不是对餐桌浪费的一种
助推？这些年民众一直在呼吁抵制

“ 最低消费”等行业规则，但收效甚
微，为什么呢？记者昨日带着这些疑
问采访了市餐饮协会副秘书长陈娟
娟，在她看来，现阶段取消包房最低
消费很难，滥用打包盒也同样是一种
浪费，未来还将研究更合理和环保的
措施。

“ 收打包盒的费用也是无奈之
举。”一位餐厅经理坦言，之所以坚持
收取成本费，就是考虑到如果免费供
应打包盒的话，有的客人有一丁点菜
就打包，不节制地使用免费资源，这也
是另一种浪费。倘若收费的话，对客人
就有所制约，尽量将几道菜打包在一
个盒子里。“ 如果一桌菜他要求十个打
包盒，给还是不给？”

陈娟娟分析说，现在，上海各个餐
厅情况不同，有些收费，有些免费，无
法在全市层面上进行统一。“ 现在超市
所有袋子都收费，有的餐饮企业收益
不好，打包盒收费也无可厚非。”她表

示，如果滥用打包盒也是另一种浪费，
接下来协会可能会研究打包盒的处理
问题，比如推荐使用可降解的、环保的
打包盒。“ 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到外
面吃饭都是带自己的器具过去的，吃
不完打包走。现在看起来很‘ 做人
家’，但在厉行节约的大环境下，这也
不失为一种回归。”

“ 现阶段取消包房的最低消费是
很难的。”针对“ 最低消费”的问题，陈
娟娟说道，大多数餐厅的包房设计是
有特色的，和大堂的装潢投入不同，所
有的餐具和大堂也不同，在服务方面，
一个包房一般有两个服务员同时提供
服务，而大堂的服务员则是一个人管
三桌。“ 试想，如果包房取消最低收费，
两三个人坐进去，点两个点心，企业如
何分摊成本？建议如果客人人数少就
不要进包房了。”

一位业内人士也直言，饭店包房
最低消费是市场经济下产物，在企
业包房资源有限、预订情况爆满的
前提下产生，很难通过行政手段进
行干预。

业界表示很难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干预

早在“ 光盘行动” 席卷全国之
前，沪上餐饮企业中已有不少对餐桌
浪费“ 先知先行” 的餐厅，他们用

“ 半份菜”、“ 节约奖”等方式鼓励食
客厉行节约，随着当下“ 节俭风”袭
来，越来越多的餐厅开始加入到这个
阵营中。

“ 半份菜”对杜绝浪费能否起到实
质性作用？“ 节约奖” 又是不是真的吸
引了食客们清光桌上的剩菜？带着疑
问，记者昨日走访了两家餐厅。

“ 半份菜”之海底捞：
店员会做适当提醒 光盘效果好

目前，沪上推出“ 半份菜”的饭店
数量并不太多，诸如蝶园本帮菜、海底
捞火锅、半个月亮火锅等还算是市民较
耳熟能详的餐馆。“ 半份菜” 的效果如
何？记者昨日来到海底捞火锅北京西路
店一探究竟。

菜单上红色字体清楚地表明“ 菜
品可点半分，用0.5表示”的告知，而根
据门店相关负责人栾先生的说法，这是
自海底捞火锅“ 2004年就推出的措
施”。

随机走访了3桌食客，发现无论荤

素还是小吃，只要符合“ 半份菜”的条
件，均能看到食客在不少菜品旁标注的

“ 0.5”———平均算下来一张菜单有近6
个菜是被选为“ 半份菜”。

一位食客对店方此种做法表示赏
识：“ 我觉得这个（ 措施）非常好，既帮
我们省钱还能节约资源。”

记者才采访中发现，食客选择“ 半
份菜”会受到服务人员的影响。栾先生
说，公司要求每个服务人员在客人点餐
时要根据客人人数适当建议点菜数量。

“ 如果服务员当场发现一桌四人点了
较多的菜，会建议他们选择拼盘、半份
菜等，或者收单时再告诉客人‘ 你们的
菜点得有些多了’之类的话”，栾先生
直言菜单上这一句话达到的效果“ 很
好”：“ 因为食物如果没有动过，吃不完
还可以退，所以基本上不会看到浪费，
效果非常好。”

“ 节约奖”之宝燕海鲜自助火锅：
清盘就送 10 元代金券 响应者寥寥

“ 节约有礼：凡是用餐结束，整个
桌面和锅内没有剩余食材，均可每位赠
送10元代金券一张”———去年国庆节
前夕，位于铜川路上的宝燕海鲜自助火

锅推出了这样的活动。“ 原因很简单，
就是开店后发现浪费现象有些严重，所
以公司想出了这个鼓励行为”，店长林
小姐说。

林小姐告诉记者，在“ 节约奖”之
前，自助餐区每个醒目的位置都会摆
放的温馨提醒。虽然上面写道“ 节约是
一种美德，每单浪费超200克，每位加
收50元”。但事实是该条提醒形同虚
设，门店也并无客秤真实去量重量。

“ 这条规定从去年开店后就有了，但有
顾客会向我抱怨说反感，顾客的意思
是饭都没吃了就看到这个提醒心里不
舒服，所以至今店里没有过一次真正
的处罚措施。”

不过令林小姐没想到的是，“ 节约
奖”也送不出去，平均一天也就送出10
张左右。“ 我们一天要300多个客人，节
约的比例也就3.3%，效果不明显”。林
小姐进一步表示年轻人朋友聚餐式的
浪费最严重，“ 点了很多海鲜，宁愿浪
费在锅子里。”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林小姐称公
司在过年后或许会改进目前的鼓励做
法，“ 如果有力度比较大的措施或许结
果会有所改观”。

行业协会：
增设点菜师 力推理性消费

在市餐饮协会发出的《 倡议书》里
明确提出了营造反对浪费、理性消费氛
围的建议，包括：“ 增设点菜师，引导顾
客吃多少、点多少，理性消费”、“ 做好
剩菜打包服务，积极转变经营方式”、

“ 要在餐桌上提供公筷公匙，既讲卫
生，又可减少浪费”等。

不过，对于“ 半份菜”、“ 大中小
盆” 这样的措施是不是有持久实践的
可能性，协会副秘书长陈娟娟表示，这
要因餐厅而异。“ 我知道有的餐厅不叫
大中小盆，叫做例盆（ 分量较少）。人多
的话，建议客人点两份。”

陈娟娟介绍道，其实，上海的一些
餐馆很早就开始试水大中小盆的做法，
但每家的分量也不同，有些分量多，有
些少。这些无需硬性规定，每个商家可
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运用。“ 最主要
的是提供人性化和诚信服务。比如今天
有个老外到南新雅大酒店吃扬州炒饭，
但他觉得一大盆吃不下，服务员就为其
提供半盆。但在菜单上，没有明文规定
大中小盆。”

餐饮机构：
积极行动 推进“ 大中小”盘

杏花楼酒家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了反对浪费，他们已经将倡导理性消费
的精神传达到每个饭店，今后会根据不
同饭店的特点推出更多节俭消费的举
措。“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很重视这
方便的意识，比如服务员会提示就餐的
人员，点菜不要过多，在菜单上提示

‘ 吃多少点多少’。如果看到客人为了
面子拼命多点，还会善意提醒他们量足
够了。万一吃不了的话，还会提供打包
盒让客人带回家。”

目前杏花楼的几家分店都提供大
中小盆的服务，小盆够4~6个人吃，中盘
够10个人吃，大盘一般不推荐。这个已
经执行了好几年了。

小南国也回应称，今后将着重考虑
家庭用餐市场的需求，设计小分量菜
品。此外，也有酒店方面表示，今后将在
婚宴、生日宴等方面加大发展力度。

汉通餐饮的负责人史永亮表示，多数
情况下，服务员会提醒客人打包的，但客
人坚持不打包，他们也不能强劝。如果是
分餐制，事先告知有人缺席，则可退菜。

热心网友：
食客商家都应“ 按需取菜”

@活泼女孩ca：根据人数点菜，尽
量开始少点，不够再加。如果有多余的
就打包回家！

@栀香疏影：一般工作套餐的米饭
比较多，可以和服务员说好饭少点；家
人朋友一起外出点餐的话尽量考虑分
量，宁愿不够再点，吃不下打包也是举
手之劳！减少吃喝浪费从养成好习惯做
起！

@灰绯湮灭：首先，点的时候适可
而止，实在吃不完的打包。车里平时就
放着打包盒的，自己家里烧饭也是每天
小量采购，自己吃的新鲜也不浪费。宁
愿每天少买点，虽然单价看着贵了但其
实跟浪费的比起来还是划算的。

@夕去_believe：按需点菜，这点有
些服务生也会稍作提醒。建议随身携带
食品袋，这样就能打包吃不完的菜品
了。至于自助餐，还是要按需取菜，“ 扶
墙进扶墙出”这种心态、做法不可取。

@风中泉水：希望饭店能出半份
菜，并标明含量，这样就标本兼治，避免
浪费了！

早在2009年5月至7月，为倡导市民
的节约意识，给城市市容减负，上海市
废弃物管理处与餐饮行业协会合作在
静安区汉通东平大酒楼、新邓家菜静安
店、丰收日静安店、味之都等5家饭店试
点“ 绿色餐饮”。

那么该“ 绿色餐饮”后来开展得怎
么样了？这几年有坚持下去吗？

昨天，市绿化市容局回应说，“ 在
引导市民就餐时不浪费粮食、适量点
菜、餐后打包的绿色环保文化，改变人
们餐饮习惯理念上，上海市很早就走在
了全国的前头。”

据介绍，2009年，上海餐饮行业协
会、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饭店业分会联

合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在本市主要餐
饮单位联合开展“ 绿色餐饮”活动试点
工作。通过活动宣传倡导市民文明消
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拒绝浪费、资
源节约，打造“ 绿色餐饮”文化。活动中
要求各餐饮单位“ 绿色餐饮”宣传员将
提醒顾客适量点菜、剩菜打包；并为适
量点菜、剩菜打包的顾客提供餐厅的优
惠活动。

继试点之后，上海餐饮行业协会、
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饭店业分会联合
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又于2010年推出
了新一轮的“ 绿色餐饮”活动，此次活
动有80家餐饮单位参与，主办方还对活
动推进良好的餐饮企业和服务员给予

表彰，该项活动一度在社会上引起了广
泛好评。

2011年春节前夕，市商务委又联合
市废弃物管理处等又向广大市民和餐饮
企业发起了“ 绿色餐饮不浪费，年年有
余带回家”———“ 绿色年夜饭”活动，有
400余家餐饮单位参与了该项活动，参加
活动的餐饮企业在店堂的醒目位置张贴

“ 绿色年夜饭”宣传海报，或用电子显示
屏或横幅打出“ 适量点餐，健康饮食”、

“ 餐后打包，杜绝浪费”等标语，提醒消
费者不要浪费；同时，服务员还会向顾客
主动介绍活动，提醒顾客“ 适量点餐，餐
后打包”和提供餐后免费打包等优惠措
施，主动询问是否需要打包。

餐厅“ 最低消费”被指阻碍食客节约

编辑您好：

看了你们的报道，我很触动，“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已经离我们越来越

远。拒绝浪费，确实应该从每个人自身做起。

我想说说自己的经历。上个周末，我和家人去一家知名的港式餐厅吃饭，人均消费在 80 元左右，也

算中高档的餐厅了。我们点了很多菜，最后发现有不少都吃不完，尤其是一道芥蓝，才动了几筷子。然而，

当我向服务员提出打包时，对方却告诉我一个盒子收费一元，态度也很不友善，仿佛打包剩菜是很不光

彩的行为。我买了两个打包盒，没想到这还没完，店家连一个塑料袋也要收费一元！对于这样双重收取打

包费的行为，我真的很不理解，对一家价格不低的餐厅来说，难道不应用免费打包来鼓励人们消灭剩菜

吗？

现在还有很多咖啡厅、茶室，想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就得进包房。有一次到上岛咖啡

和朋友小聚，一个包房最低消费就要 200 来元，不得不拼命点，凑满最低消费，最

后剩下很多吃不完，无形中形成了浪费。

如果说拒绝“ 剩”宴需要食客们自觉地努力，作为商家，是

否应该取消这些不合理规定呢？

一个普通的食客 Cathy

记者调查“ 半份菜”餐厅运营效果

拒绝“ 剩”宴，我们能做什么？

那些年，上海推行的“ 绿色餐饮”

》话题关注

》读者来信

》现场目击

①一家单位食堂里，节约粮食的提醒随处可见。 本报记者 丁嘉 摄
②沪上餐厅里，一桌宴席过后，“ 光盘”多，剩菜少。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③宝燕海鲜自助火锅门外，清盘送优惠的广告十分醒目。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①

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