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有市委党校等8所学校加入“ 校园光盘联盟”
东华志愿者奖励“ 不剩饭”学生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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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周 胜 洁 朱 文 娟
为响应团市委学校部、市学联联合本
报共同发起的“ 光盘行动”倡议，东
华大学不但首批加入了“ 校园光盘联
盟”，昨日在其松江校区率先拉开了

“ 晒光盘”系列活动的序幕。
与光盘合影，为“ 光盘族”分发

节粮明信片和贴纸，各种宣传活动在
东华大学一食堂内举行，吸引了众人
的目光。校方表示，这周会持续开展

“ 光盘”宣传活动，延安路校区随即
也会启动相关活动。

疑似“ 剩饭”族会被红、黄牌警告
昨日中午11:45，东华大学松江校

区的一食堂迎来就餐高峰，两层食堂
几乎“ 满座”。在食堂四个“ 收盘
处”，学校团委志愿者工作部的志愿
者们以四至五人为一组，有的举着标
有“ 今天不剩饭”的红、黄色KT板，准
备对浪费粮食的同学进行友情警告。
有的举着标有“ 我是光盘族”的白色
圆形KT板光盘，准备与“ 光盘族”们
合影。在食堂二楼门口，标有“ 让光盘
在校园成为一种时尚”的海报十分醒
目，吸引来往同学的目光。食堂入口
有五名志愿者分发宣传资料。

专修纺织品设计的张维祺端着
不剩一点汤汁的空碗、空盘来到收碗
处，刚将盘子放下，志愿者就赠送给
他“ 今天不剩饭”的明信片，并将标
有“ 我是‘ 光盘’”字样的贴纸贴在

了张维祺外衣左侧。
拿着“ 晒光盘”宣传资料的张维

祺告诉记者，他平时的“ 光盘率”超
过90%，昨日中午他看到宣传后，更有
意识进行“ 光盘”，要的二两饭、韭菜
豆腐、肉糜白菜和卤水鸡都被他一扫
而空，连汤汁都没剩下，“ 我觉得‘ 光
盘’很有必要，有时在央视上看到有
关饥饿的专题，那些儿童实在太可怜
了。”触目惊心的画面坚定了他“ 光
盘”的举动，“ 节约是种美德，我挺反
感浪费的。今天我就有意识地‘ 光
盘’了。”

提醒光盘 志愿者乐在其中
“ 同学，请不要剩饭，支持光

盘。” 在一食堂二楼收盘处，每隔十
秒，大二学生周亦圆的声音就会响起
一次。作为“ 晒光盘”活动策划与参
与者，周亦圆举着“ 光盘”KT板，与其
他志愿者在食堂里进行了整整一小
时的宣传。

在她看来，虽然节约粮食的常识
大家都知道，但这样的常识也最容易
被忽视，“ 所以我觉得通过宣传强化

‘ 光盘’很有必要。”通过昨日的宣
传，周亦圆发现，男生的“ 光盘率”远
远高于女生，“ 有些女生真的没动几
口饭菜就将餐盘送去了收盘处，我们
志愿者这时就会举着红、黄警告牌进
行友情提醒。”而她也看到，不少被
警告的人会不好意思，“ 他们扭头就

走，这样他们起码有了要‘ 光盘’的
意识。”

周亦圆告诉记者，接下来的活动
中，志愿者们不单只站在收盘处宣
传，“ 我们会走到每个桌边进行宣传，
在看到有‘ 浪费一族’时就能进行及
时劝阻，毕竟同学都走到收盘处了，
也不能要求别人退回去吃光。”

“ 晒光盘”行动将持续一周
校团委志愿者工作部部长陈玄

异告诉记者，此次活动共有25名志愿
者参加，制作了20个“ 光盘”KT板，赠
送给“ 光盘族” 的贴纸共有15个版
本，除了标有“ 今天不剩饭，从我做
起，我是‘ 光盘’”的中英文不同颜色
的贴纸外，还有6款图案贴纸，分别印
了只吃了一口的苹果、饼干、蛋糕等，

“ 总量有1000余张。”陈玄异还表示，
6款“ 今天不剩饭”系列明信片也是
同学自己亲手设计的，“ 明信片也有
500多张，只要是‘ 光盘族’就能收到
我们的特别明信片，这也是一种小小
的鼓励。”

据悉，东华大学的学生们还可将
自己的“ 光盘行动”等照片、事迹上
传到微博，人人网平台上，宣传、倡导

“ 光盘行动”。此外，校方还将组织学
生志愿者走上街头、走进附近方松街
道等进行“ 光盘”宣传，带动更多的
人加入“ 光盘族”，将杜绝浪费真正
融入日常生活中。

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大
学、上海师范大学、市委党校、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电机学院、立信会计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海
事大学

昨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负责研
究生的邵老师也拨打本报热线表示
想加入“ 校园光盘联盟”。她告诉记
者，市委党校里有49名研一至研三的
研究生，分别研修哲学、政治学等专
业。邵老师说，其学生食堂里也贴有
宣传节约粮食的标语，但“ 光盘率”
并不是很高，“ 节约在点点滴滴，所以
我们想加入‘ 校园光盘联盟’，支持
环保也是为社会作贡献。”

昨天下午，上海电机学院团委的
官方微博发布了以下微博：“ 勤俭持
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光盘行动
是我们新时代厉行节俭、倡导绿色的
务实宣言，校团委倡议全校师生一起
光盘，让校园更美丽、让新城更环保、
让生活更健康。” 正式宣布加入到

“ 校园光盘联盟”中。
该校团委书记吕小亮告诉记者，

在看到本报相关报道后，他们认为
“ 光盘行动”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

事情，也是大学生本来就该做的事

情。为此，他特意代表学校响应号召，
加入到联盟中来。

而就在本报联合团市委学校部、
市学联发出“ 光盘”倡议的当天，上
海立信会计学院学生联合会的官方
微博也在第一时间转发了该微博，并
呼吁“ 立信同学们也赶快响应起来
吧！一起行动！我们是光盘一族！”

“ 小餐桌能够折射出大文明，杜
绝中国式的‘ 剩宴’，节约每一粒粮
食，是展现我们新时代年轻人的新
消 费 观 ，做 环 保 生 态 达 人 的 好 做
法。”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团委的老师
表态说。

“ 我们表示全力参与！”上海中
医药大学团委书记陶思亮认为，光盘
行动，其意义不在于“ 光盘”本身，而
在于减少生活中的浪费，选择环保、
节约的一种生活方式。“ 当下社会，浪
费现象还是很严重的。我建议，有关
部门也应该少用公款吃喝，减少浪
费，更多地关注青年成长的需求。”

本报昨天报道了响应团市委学校部、市学联联合本报共同发起的倡议，沪上有七所高校率先加入“ 校园光盘联
盟”。昨日，包括市委党校、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电机学院、立信会计学院、上海海事大学等在内的
八所学校也响应号召，向本报表示愿意加盟“ 联盟”。

本报记者 刘昕璐 朱文娟 周胜洁

各校负责老师
代表学校表态加入“ 光盘联盟”

华东理工大学积极响应倡议，加
入了“ 校园光盘联盟”。该校团委透
露，3月4日中午，由华东理工大学生
物工程学院组织部举办的“ 光盘行
动”已在奉贤食堂成功开展，作为属
于生工学院三月大型团日活动“ 学习
雷锋精神”的一部分，号召同学们勤
俭节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当天，工作人员在食堂餐盘回收
处向吃光餐盘中的食物的同学发放特
制的“ 节约光荣”的雷锋头像小票，并
告知每一位领到小票的同学前往食堂
门口的摊位上凭票领取自己喜欢的小
礼品。领到票的同学们都感到很惊喜，
在食堂门口的摊位上尽情地挑选自己
想要的东西，有的领走了书本，杂志，
有的领走了精美的手机套，甚至还有
同学领到了暖手宝等实用小工具。“ 吃
光餐盘中的饭，勤俭节约是我们应该

做的。”一位现场同学说道。
接下来，华东理工大学还将通过

主题团日、系列讲座、校园征文、氛围
营造等活动，引导广大学子树立勤俭
节约意识，养成勤俭节约习惯，促成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校园风尚。

昨天，为了响应本报等联合号
召，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团委官方微博
同步向全体同学发出倡议———你只
闻到饭的香味，却没看到他们的汗
水。你有你的态度，我有我的风度。你
否定我的意义，我决定我的主义。你
嘲笑我装模作样，不必刻意，我建议
你试试无妨。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努
力，我们会证明这有多么给力。“ 光
盘”是注定漫长的旅程，路上少不了
不解和不屑，但那又怎样，哪怕微薄
力量，也要“ 光”得漂亮。我是“ 光
盘”，我来了，你在哪儿？

自我代言体、送小票
各式“ 光盘”计划已然在行动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团委主动要求
加入“ 校园光盘联盟”，并表示将推出

“ 舌尖上的文明”光盘行动计划。针对
目前校园食堂浪费主要原因，如：点错
菜、打饭远比自己要的多、胃口不好、
打包浪费等情况，开展相关活动。

在“ 光盘·营养”方面，对很多
“ 选择困难症”的学生而言，吃什么

成了一个难题，工程大团委会在食
堂、校园张贴宣传品、摆放营养学组
成模型等，展示主要菜品的营养组
成，提示学生注意饮食搭配，选择合
适的分量，大大减少不知如何选择或
错误选择产生的浪费现象。

“ 光盘·文化”上，工程大团委通
过人人网、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计划
进行“ 节约粮食”文化传播行动。同

时还将结合植树节推出“ 光盘·护
绿”活动。恰逢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工
程大团委将在与方松街道共建的文
汇路松江大学园区文汇路和校园内
开展“ 护绿”行动，发放宣传单，走访
饮食店，倡导“ 减一增绿”（ 减少一次
性餐具使用，为社会增添绿色）。并同
时开展“ 春意盎然工程园———校园赏
花指南”活动，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
绿色，常怀环保之心。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表示将开展
以微博为平台开展线上活动“ 好运光
盘”，号召同学们把“ 光盘”照片发在
微博上，并且@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团
委，团委将从中挑选若干幸运者，赠
送学校明信片一份，传播节约美德和
爱校观念。

教学生如何选菜
工程大“ 光盘”行动将走出校园

每个“ 光盘”族获赠节粮明信片、贴纸

愿意加入校园光盘联盟的学

校，可新浪微博!青年报或拨打

本 报 热 线"#$%%###并 留 下

具体联系方式。我们将与联盟成员
共同携手，采取多种办法，共同做好
校园就餐的节俭工作。

加入“ 校园光盘联盟”的名单（ 以时间为序）

本报记者 施培琦 摄东华志愿者在向就餐的同学宣传“ 光盘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