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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过期被扔掉的食物，正
在撑起一个不折不扣的“百亿级”
市场。被吃掉，或者被扔掉——
这是任何食品无法回避的两种宿
命。但如果能在临近保质期时，
通过多种方式对食品进行低价销
售，不仅能为消费者提供“薅羊
毛”的机会，也是对“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这一理念的实践。

4月6日《宁波日报》

2020 年中国零食行业总产
值规模超过3万亿元，即使按1%
的库存沉淀计算，临期食品行业
市场规模也会突破300亿元。

按理说，“越临近越便宜”“一
样的品质，更低的价格”，卖出“白
菜价”的临期食品，尤其是原价
较高的进口食品放下身段，大幅
降价，给消费者难得的“薅羊毛”
机会，商场因此减少了损失，同
时还带动了店里的人气，双方各
取所需，皆大喜欢，应该是双赢
的好事。

问题在于，目前消费者对临
期食品行业的认可度依旧不高。
统计数据表明，眼下，仍然有超过
60%的消费者对临期食品抱有负
面看法，超过半数的消费者购买
临期食品的频率少于每月一次。

包装磨损甚至漏气、口感有
差异、更改标签、保质期剩余时长
参差不齐等“踩雷”事件频频发
生，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甚至被
越来越多的企业效仿。购买临期
食品的“痛点”让许多消费者心有
余悸。

临期食品是个“烫手山芋”，
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有分析
师据此发表评论说：“从食品安全
的角度来说，在‘打折处理’和‘减
少浪费’上没能让所有人满意。”

2020 年 10 月 16 日世界粮食
日，联合国统计数字显示，全球仍
然有 6.9 亿人挨饿。截至今年 2
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已连续 9
个月上涨，创下2014年7月以来
最高水平；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更
大规模的援助行动，未来数月里
超过 20 个国家的重度饥饿人数
将持续飙升，3400多万人距离饥
荒仅一步之遥。

一边是挨饿人数不断增加，
一边是食品浪费现象频频出现，
显然，给临期食品找到一个合适
的出路，一刻也不能放松。

其实，国内外许多商场积累
了不少处理临期食品的经验，实
践证明是有效的，完全可以拿来
借鉴。比如：买正常商品赠送相
关的临期商品；买一送一，或将两
件以上的产品绑在一起进行特价
销售；在社区或者便利店门口开
展试饮和免费赠送等活动，吸引
消费人群；快到期的时候，一个小
时打一次折，以至于出现“一小时
疯狂”的抢购状态；甚至还有人建
议开一家临期食品淘宝店……

虽然食安法以及实施细则都
没有提到“临期食品”或临近过期
食品的概念，但是，2019 年发布
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
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2012 年原国家工商总局发文要
求食品经营者对即将过期的食品
应向消费者作出醒目提示的规
定，应该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宝贵的食品资源如何在社会
流通中更好地周转及分配，是所
有生产企业和商家都必须认真面
对的重要课题。食品行业要信守
承诺，以诚信讲好临期食品故事，
从源头上消除消费者对临期食品
的负面看法，任重而道远。

近日，一场“戏曲进校园”活动
在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在
宁波市校园剧社联盟和越漾戏曲
工作室两位专业教师的讲授演绎
下，该校雅韵戏曲协会的学生们享
受了一场戏曲知识的盛宴。

4月7日《宁波晚报》

传承戏曲文化，打造书香校
园。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戏曲
进校园”活动，只是我市常态化开
展“戏曲进校园”活动的一个缩
影。相信通过一系统活动的开展，
必将提升我市“戏曲进校园”水平，
有力推动戏曲事业行稳致远。

“戏曲进校园”，既是传承戏曲
文艺的好招，更是帮助学生涵养心
灵、陶冶情操的妙招。它不仅能
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热爱戏曲文化
的种子，培养出更多“小戏骨”，让
戏 曲 文 化 传 承“ 江 山 代 有 才 人

出”，而且将传播戏曲文化的过程
变为素质教育的过程，从而拨动
广大青少年的心弦，提高学生艺
术修养，激发青少年爱国情怀，意
义深远得很。

戏曲表演讲的是“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而艺术熏陶也是
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每
年几次的“戏曲进校园”活动，声势
再浩大，其影响力也有限。比“戏曲
进校园”更可贵的是“戏曲在校
园”。自编戏曲校本读物、将戏曲教
育纳入教学课程、成立校园戏曲小
剧社、举办“戏曲在校园”成果展演、
开展戏曲绘画与摄影……七色校园
里时时处处有戏曲文化的氛围，那
才是戏曲文化事业之幸。

让我们通过“戏曲进校园”，最
终实现“戏曲在校园”，使更多学生
与戏曲文化亲密接触，成为宁波地
方戏曲的“铁粉”。

5岁儿童看了动画片
中的马桶饮料，也拿杯子
在自家马桶舀水喝；暴
力、犯罪元素，在动画片
中有涉及……日前，江苏
省消保委发布《动画领域
侵害未成年人成长安全
消费调查报告》。《报告》
显示，21 部动画片共梳
理出 1465 个问题点；八
成家长支持进一步严格
把控放映尺度。江苏省
消保委呼吁出台动画分
级制度。

4月7日《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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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给临期食品
一个合适的出路
郑建钢

“戏曲进校园”更要“戏曲在校园”
艾才国

动画片分级，
还要等到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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