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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燕

春节渐行渐近，到哪里去吃年夜饭，已成为
都市人常聊的话题。对城里人，尤其是大中城市
居民来说， 到饭店吃年夜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
事了，尤其是长沙这样的大都市，饭店年夜饭完
全可以用“火爆”两个字来形容。但在外吃年夜
饭，真是那么省事、舒坦吗？

吃客扎堆 酒店爆棚

长沙各酒店今年的年夜饭预订情况如何
呢？记者随意走访了几家大中型酒店，发现年夜
饭早已预订得差不多了。 人们预订年夜饭多喜
欢选择在包厢内，这样相对有点家庭气氛，但各
酒店包厢已一间难求， 一些酒店只有大厅还有
点座。

1月27日，记者来到“好食上”江景店，接待
员告诉记者，除夕的全部订满，大厅也只能等到
晚上7点半后，等前一轮吃完了才有座。如果愿
意将年夜饭改为中午，还有几间包厢可以订。

记者拨打了“好食上” 八一路店的订餐电
话， 得到的消息依然是除夕的晚餐包厢已全部
订满，如果我们人数不多，大厅还可能勉强挤得
下一小桌。

记者又致电贺龙体育馆旁边的“徐记海
鲜”，得到的消息是除夕晚餐的包厢和大厅都满
了，只有中午还有少量包厢。

1月28日，记者来到省展览馆边上的三和大
酒店， 一位营销经理指着全部标上记号的订餐
本告诉记者，晚餐包厢已全部订满，中餐包厢还
有两个，大厅还是有座的。记者打了许多电话，
得到的结果大都如此。

1月30日, 记者终于在芙蓉中路上的湾仔海
鲜酒店了解到,该酒店晚餐还有包厢,但分为下午
4时-6时、7时-9时两个时段。

最低消费、事先订菜容易造成浪费

火爆的年夜饭，给众多酒家提供了商机，为
赚取更多的利润，从前几年起，一些生意较好的
饭店就开始给年夜饭设定最低消费， 提高顾客
消费额。 如今已很难找到不设最低消费而又稍
有档次的饭店。价格和往年相比也是节节攀升，
中档以上的酒店动辄千元以上， 包厢就更不用
说了。

在记者了解的这些中高档饭店， 都设立了
最低消费。“好食上”服务员告诉记者，大厅最低
1188元起，而包厢是2288元起。贺龙体育馆旁
边的“徐记海鲜”按10人一桌固定菜谱，可稍调
换几个菜， 大厅1288元起， 包厢则三四千元不
等。 喜迎宾的华盛泰酒店大厅最低1299元起，
包厢则在2000元之上了。“湾仔海鲜”的包厢最
低消费为2588元。

如此设立最低消费， 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
选择权，也助长了铺张之风，很容易造成浪费。
记者和一位正准备订年夜饭的张先生聊起此

事。他说，3年前自己几百元在酒店订一桌，家里
五六个人吃正好合适，现在设了最低消费，菜的
数量已经固定，五六个人根本吃不完，一部分可
以打包，但有些菜不太适合打包，只好丢在那里
浪费。

在饭店吃年夜饭还有一个作法容易造成浪
费。饭店订年夜饭已经形成了惯例，都是要事先
订好菜，一般不临时加菜。因为他们从第二天起
都要停业过年几天， 不能像平时一样多准备些
菜料。 记者问了几家饭店， 大都表示要事先订
好。 位于万家丽路的新玉楼东接待小姐告诉记
者，他们的菜谱都是定好的，不能到时加菜，要
加也只能提前两天通知。 有的饭店虽然表示可
以加，但一般都劝客人最好不要临时加，到时难
保证。

年夜饭菜不够，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吉利的，
到时又不能加菜，于是客人在订菜时，大都多点
一些菜，宁可剩菜，决不能少菜。故而造成年夜
饭大都留下许多剩菜，有的人打包带走一点，更
多的就浪费掉了。

不妨多在家里做做年夜饭

“吃年夜饭在家里好，还是去饭店好？”这样
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回答。但从酒店几乎
满座的情况来看，许多人已经作了回答。记者所
住小区的胡大姐告诉记者，他们家人多，在家里
弄年夜饭要做很多准备，是件比较麻烦的事。如
果去酒店吃，虽然多花钱，但只要提前预订好包
厢，到时直接去就行了，图的就是省事。但也有
人感叹：如此摆脱了“繁琐”的年夜饭还有“家”
的味道吗？

在“湾仔海鲜”，记者碰到了也在订年夜饭
的杨先生。他说，今年老家的父母在长沙过年，
自己也邀上妹妹一家一起过， 但现在订不到包
厢了。他问了好些酒店，就只有这里还有包厢，
但酒店又分时段消费， 那两个时段怎么感觉都
不太对，而且吃起来有种紧张的感觉，失去了吃
年夜饭的快乐。所以他还是打算自己辛苦一点，
在家里做年夜饭了。

“虽说酒店里过年更省事省力，但要感受过
年的气氛还是家里好。” 开福区的刘大姐说，每
年在酒店吃完年夜饭， 弟妹一家和爸妈就各回
各家，挺没意思的，今年大家商量还是在家一起
准备年夜饭，热热闹闹地更有意思。

朋友小熊告诉记者，他父母比较传统，年夜
饭对他们家来说是一个比较隆重的事， 所以每
年都在家吃， 因为他们还要举行一个祭奠祖先
的仪式，只有在家里做才方便，也才显得更有诚
心。

在哪里吃年夜饭， 自然是每个人自己的选
择，但当除夕人们纷纷扎堆涌向饭店，并带来那
么多麻烦时， 不由得让许多人怀念过去的那种
温馨。

在人们感叹年味越来越淡的时候， 年夜饭
呼唤回归，在家里做年夜饭更体现节约，家中的
环境也让亲情更浓，年的味道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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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过年，你在哪吃
【提示】

年夜饭， 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一餐饭， 也是
我国历史悠久的一种民间风俗习惯。 打有年夜
饭这个风俗以来， 千家万户一直都是在自己家
里吃。 但近些年来，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及消费习惯的改变， 许多人将年夜饭搬到了酒
楼饭店， 且越来越成为时尚。 随着年夜饭的日
益火爆， 处于卖方市场的饭店也越来越多地暴
露出各种问题， 引起一些消费者的不满。 在提
倡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的今天， 人们还发
现， 饭店年夜饭的一些规定， 也很容易造成浪
费。 于是， 也有许多读者呼吁： 回归传统， 让
年夜饭回到家庭。

【记者行动】

饭店年夜饭火爆
浪费隐患不容轻视
———读者呼吁： 让年夜饭回归家庭

【各抒己见】

年夜饭

春节是一年中最重
要的节日，年夜饭是这个
节日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人们的习惯中，年夜饭
好像越丰盛就越吉利。过
去条件有限，在家多搞点
鸡鸭鱼肉就不错了。现在
社会物资如此丰富，想吃
什么没有呀，不会做不要
紧，上饭店呀，想吃什么
就有什么。

于是， 很多人都选择
了在酒店吃年夜饭， 一来
图省事，二来东西更丰富，
口味可能还好些。 想要丰
盛还不容易， 不用自己动
手，掏钱就行，反正一年就
这一次。于是乎，年夜饭的
菜肴越来越高档， 琳琅满
目一大桌，饭店为了赚钱，

更是推波助澜， 不断提高
规格， 给年夜饭取上各种
吉利的名字让大家乐意买
单。酒宴散场，很多饭菜被
直接倒入了泔水桶。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
提倡大家还是在家里过
年， 浪费不会那么大，你
可以不心疼钱，但你会随
意丢掉那些你自己、你父
母花了那么多精力做出
的佳肴吗？

实在想到酒店吃年
夜饭也未尝不可，但要适
量点菜，按需点菜，理性
消费， 力争做到不剩饭、
不剩菜， 吃不完打包带
走， 热闹而节俭地过个
年。

长沙市 张泓

投诉人:益阳部分客运经营户
我们是益阳市神舟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安化分公司、 富康分公司等
客运运输股份制经营户， 共有车辆
210台 ，座位4000余个 ，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1月9
日。具体分布在安化县内23个乡镇
25条线路、市级线路5条、跨省线路
6条。一直以来，我们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有关规
定，依法从事包车业务。尤其是每年
的春运，包车达4000余趟次，解决
了安化这个劳动力输出大县的农民
工出行难题。但是2012年底，省道
路运输管理局下发了湘运管运政发
[2012]197号文，趁换道路运输证
之际，在经营范围内，删除了我们的
包车客运业务。

安化人出行主要靠客运汽车，
如此大规模取消我们的包车业务，
将给人们，尤其是在外打工的农民
回家过年过节带来极大不便。我们
请求班线车辆按原来的规定执行，
平时省内包车出行能在县级运输
部门直接办理。

受理记者：田燕
记者查询了湘运管运政发

[2012]197号文件， 其中确有规定：
经营县际、 县内和毗邻县的省际、
市际班车客运的车辆，《道路运输
证》经营范围栏不得加填“省际包
车”和“市际包车”。

1月28日，记者来到省道路运输
管理局，该局办公室主任夏坚告诉记
者，省运管局下发这些文件是有依据
的，2012年8月27日， 交通运输部明
传电报“关于进一步加强长途客运安
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中明确规
定： 对没有取得省际班线资格的企
业，禁止从事省际包车业务。夏坚说，
去年交通运输部非常重视客运安全，
多次下文整顿客运安全，县市级班车
跑省级线路，路况不熟，容易出安全
事故，所以省里依据上级规定，取消
了他们的跨地区包车业务。

针对节假日尤其是春运运力
不足的问题，夏坚解释说，为了确
保平安春运，我省已抽调2800台旅
游车参与春运包车，确保了群众安
全出行。

投诉人：安仁一烟技员
2012年， 安仁县烟草局向社

会公开招聘一批烟草种植技术员
（简称 “烟技员 ”），签订合约为8个
月， 实际上班时间多达10个月之
久。 合同规定2012年底发放所有
工资，但安仁其他所有烟草站都将
工资发放到位，唯独清溪站负责人
拖着我们的工资不发。马上就要过
年了 ，大家都等着这笔工资 ，他却
一直以还未清算为由拖延。希望安
仁县烟草局能查实并督促。

受理记者：田燕
记者将此投诉反馈给了安仁

县烟草局。该局回复说，2012年，安
仁县烟草局并没有招聘烟草技术
人员，而是将烟草技术服务工作承

包给了金叶技术服务公司，县烟草
局按照承包合同工作质量要求考
评结果， 向金叶公司支付服务费。
烟技员的工资由金叶公司负责。

据了解，金叶公司依据其内部
制定的方案，对烟技员的工资薪酬
进行管理。他们的工资分为两个部
分：一是基本工资，由金叶公司按
月定时发放； 二是业绩挂钩工资，
这部分工资待烟叶收购完成后，通
过对其工作任务完成的质量进行
考评， 业绩工资与考评结果挂钩。
目前，金叶公司正在对烟技员进行
业绩考核。 该公司负责人表态，很
快会将业绩挂钩部分工资发放到
烟技员手中。县烟草局将督促金叶
公司按承诺将业绩挂钩工资发放
到烟技员手中。

投诉人：黄元
我父母是长沙县跳马镇复兴

村村民。 父亲黄建武年近70岁，曾
患过中风 ，一直靠药维持 ，没有任
何经济来源 。我母亲手有残疾 （有
残疾证），做事不方便，但是为了照
顾我父亲 ，不得不出去打工 ，在医
院照顾病人 ，艰难度日 。我家的住
房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泥巴房，房
子早已摇摇欲坠，开的裂缝足有3-
4厘米宽。 为了能改善父母的住房
条件，我家到处借钱建房。

听说政府鼓励农民改造危房，
并有建房补贴 ， 我们欣喜万分 。
2010年1月， 父亲向民政部门递交
了危房援建申请书。因经济原因，我
家的房子直到2012年3月才建起
来。但镇民政办的人说，要重新写申
请才能拿到补贴。2012年3月10日，
我们再次写了份申请。直到当年10
月，我们才得知，申请没有被批准。
可有的家庭已达到小康水平， 却榜
上有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受理记者:田燕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长沙
县民政局。该局经过调查后回复说：
长沙县农村危房改建第一批下达指

标600户， 其中重点援建200户，每
户补助4万元； 一般援建400户，每
户补助2万元；第二批下达指标一般
援建400户。 所有援建户必须是低
保或特困户中的无房户和危房户。
全县218个自然村和75个社区，每村
或社区平均指标3至4个。

2010年1月， 黄建武向跳马镇
民政办递交了危房援建申请报告，
镇民政办要求复兴村村支两委上户
走访， 了解到黄建武家因宅基地纠
纷当年无法建房。2012年2月，黄建
武再次向村委会递交了危房援建申
请报告， 村委会根据相关规定和分
配指标， 组织村民代表对全村所有
申请政府援建的危房困难户进行评
议，黄建武申请报告未获通过。

跳马镇复兴村有危房181栋，
2011年在该村援建5户， 其中2户低
保户，3户特困户；2012年援建5户，其
中1户低保户，1户无房户，3户特困
户。经调查，没发现有达到小康水平
家庭享受援建补助现象。县政府要求
各镇统筹安排、严格民主评议、入户
核查、张榜公示程序，确保公开公平
公正。由于受指标限制，并不是每个
农村建房户都能得到政府的补助。

投诉人： 龙山县一居民
我是龙山县民安街道办事处北

正街的一户居民。长期以来，县北正
街粮食局附近人口流动密集的路
段，许多商贩用松香脱鸡鸭毛，家禽
粪便堆积，气味刺鼻，恶心，这些加
工作坊有时凌晨5点就开始作业，一
天下来没有停过。 给当地百姓生活
带来极大的危害，也危及食品安全。
居民多次投诉，但时至今日，不仅没
有一点效果，污染反而变本加厉。我
注意到省内及自治州其他县市，都
明确规定了严禁松香脱禽毛， 有些
县对家禽宰杀进行集中处理， 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为何龙山就不能呢？
受理记者：欧金玉

记者将居民的意见反馈给了
龙山县有关部门。日前，县环保局
回复说： 县主要领导对此事很重
视，常务副县长、分管副县长分别

作出了批示，要求调查核实，及时
处理。 县政府办立即召集工商、城
管、质监、环保等相关职能部门召
开联席会议，对县城范围内从事家
禽宰杀脱毛的经营户进行了调查
摸底，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出台了专
项整治方案。 一是调查摸底宣传，
同时对经营户发放停止“松香脱
毛”的警示；二是劝说取缔，由县政
府办牵头，各相关职能部门统一执
法，依法强制取缔，依法没收用于
经营的松香，同时鼓励经营户使用
开水等更健康的脱毛方式为消费
者服务；三是抑制反弹，相关职能
部门依据职责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对市场进行日常监控。整治行动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家禽宰杀脱毛
行业污染整治是一项长期工作，该
局表示将依据职责建立长效机制，
加强日常监管、消除污染影响。

取消包车业务
农民工回家会更难
省运管局解释：取消包车有依据 确保春运有办法

安仁县烟技员工资迟迟不发

为何申请不到危房改建补贴
长沙县民政局：有指标限制，每村援建3至4个

松香脱禽毛污染严重

我家兄弟姐妹有 3
个， 平时难得碰在一起，
也只有在吃年夜饭那天，
所有家庭成员才会无一
缺席。可是，我们这些平
时的家庭支柱都想好好
放松休息，谁也不愿意承
担如此繁琐又重大的宴
会，又不好意思麻烦年迈
的父母。因此，前些年每
到这天，我们全家大大小
小十多口人便浩浩荡荡
奔向酒店。

可是，在酒店吃年夜
饭却越来越让人不爽：酒
店包间不好订，大厅里人
多又嘈杂， 空气也差；许
多酒店年夜饭还要限时
“翻桌”，吃顿年夜饭还要
赶时间；年夜饭大多是包

菜制，好多自己想吃的菜
不能点，不想吃的不点又
怕菜不够； 由于人太多
了，厨师、服务员都忙不
过来，服务质量有时也会
受影响。我年幼的女儿在
酒店吃过几次年夜饭后，
便产生了厌烦感，不管好
说歹说，她都称今年再也
不想和大人一起到外面
吃年夜饭了。

今年的年夜饭，我和
家人商量好了，准备到超
市买一些净菜和半成品
菜肴， 大家一起动手，热
热闹闹地在家里搞一餐
年夜饭，相信会别有一番
滋味哦。

长沙县星沙松雅湖中
学 饶芳

现在，大城市的人图
省事，都喜欢到饭店去吃
年夜饭。这种过年法也传
到了我们县城，虽然没那
么火爆，但也已经不是什
么新鲜事了。对此，我不
敢苟同。

年夜饭是我们祖先
传了数千年的民族习俗，
从它自身的内涵来说，本
是一种纯粹的家庭行为，
搬到公众场合去吃，虽然
少了烹饪之忙碌，但也缺
少了应有的家味、 年味、
民俗味。年夜饭并不在乎
吃得有多好，在乎的是一
家人一起忙活、一起其乐

融融的氛围，吃出的也是
浓浓的亲情和年味！那种
氛围有时在一年中都会
回荡在心中，不会像吃完
饭馆，餐后一抹嘴就全忘
记。

社会在发展，有很多
东西需要改变，但一些好
的传统习俗还是应该保
留。年夜饭如此，其他许
多习俗也是如此。一些外
国人过年到中国旅游，还
千方百计想跑到中国家
庭里作客，感受中国的年
味。我们为什么要丢掉这
些习俗呢？

临湘市 陶凤翔

今年，饭店领班又告
诉我们，我们店里年夜饭
生意特别好，大家不准请
假。看来，回家与家人一
起吃团年饭的希望又泡
汤了。

我从老家到长沙这家
饭店当服务员已经三年
了。 说实话， 饭店环境很
好，生意也不错，待遇相对
一些小饭店好多了。 干了
几年， 我也习惯了这项工
作，也学了不少东西。但惟
一难受的就是过年要加
班。前两年过年，我都是在

饭店过的除夕， 看着一家
家团团圆圆，热热闹闹，我
更想自己的家了。 第二天
一大早， 背起行李就往车
站跑。我妈妈问我，都过年
了， 你们饭店怎么那么忙
呀？我说没办法，如今城里
人流行在饭店吃团年饭。
我妈妈直摇头， 说这些城
里人也太懒了。

虽然每次加班，店里
都给了我们加班工资。但
我真不在乎哪点钱，只想
回家和家人一起吃个团
年饭。 平江县 小李

这样的年夜饭
让人越来越不爽

传统习俗应该多多保留

年夜饭也要讲节约

饭店服务员：
好想回家吃顿团年饭

1589848xxxx： 我是益阳市劳务中心
派遣到人保财险益阳支公司的派遣员工。
我和几十位同事的工资， 都是由人保公司
财务转到益阳市劳务中心后， 再由劳务中
心统一发放给我们。 但工资总是迟迟到
账， 每个月我们都是打无数次电话， 望穿

双眼也难以盼到工资到账， 有时到账了还
出错。 如2012年12月的工资， 至今又还没
有音讯， 我们已经催了无数次了。 我们不
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 我们找谁去解决这
个问题。

(资料图片)

短信留言板

1380846xxxx：最近，我先后两次乘
坐908公交车去南湖大市场，每次都发现
司机停发车时不把乘客的生命安全当回
事。第一次，车到站后没等靠边，在车没
停稳的情况下，车门就打开了。我只好跟
随大家一起下车， 刚下车就从后面开过

两台车，在离我们咫尺的地方驶过，将我吓了
一跳。第二次车进站后也没靠边，我是最后一
个下车的，可还没等我下车，车子就启动了，
门却还没关，我只得大喊再次停车。司机的这
种做法给乘客的安全带来很大威胁， 希望能
改一改。

·长沙：司机停发车要考虑乘客安全

·益阳：派遣员工工资总是延迟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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