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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人们
固有的生活习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来
势凶猛的疫情中，出现了不少因聚餐而引起
的感染；防控疫情需避免“疫从口入”的号召
已趋共识，分餐制跃升为网络讨论的热词，
并且热度持续不减。

餐桌上多放一副公筷公勺，每人两副筷
子，其中一副是公筷……随着全国多地纷纷
出台措施推行公筷公勺，积极倡导文明用
餐，人们的生活也正在发生着改变。然而，
因传统文化和习俗、人情的影响，分餐有“见
外之嫌，很多老人受到传统观念影响，一时
也难以接受”。特别是在相对落后的三四线
城市和农村地区，推进公筷制和分餐制的难
度较大。

分餐制今后会被更多人选择，成为大众
主流饮食习惯吗？全面推广分餐制要考虑
哪些因素？让我们通过大数据来一探究竟。

根据新华睿思·数媒智慧分析平台数据
显示，在最近两个月来，关于分餐制话题的
关注度不断上升，全国范围内信息量累计达
到1039539条。其中，从话题趋势演变图看，
3月 14日达到舆论热度的首个峰值（30183
条），这与北京、江苏泰州等地出台关于公筷
使用的文件直接相关。

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传播，自疫情发生
以来，已经有北京、上海、广州、山东、湖南等
多个省市明确倡议使用公筷公勺，部分地区
还将公筷公勺使用情况列入优秀评选标准，

促进餐饮服务单位推广使用。
各地的呼吁倡议得到了网民的积极响

应。多数网民对分餐制表示支持，有近40%的
网友认同分餐制，超过50%的网友倾向于公筷
公勺制，仅有一成左右的网友存在抵触心理。

回望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工程院院
士钟南山就曾呼吁分餐制、使用公筷。但随
着“非典”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分餐制的话
题由热变冷，渐渐退居幕后，直至时下才再
次登场，回归社会公众视野。

实际上，疯狂肆虐的疫情，挑战的是中
国人传统合餐饮食存在的健康隐患。要气
氛、要感觉，还是要更卫生、要更健康？看似
简单的问题，在时间推移过程中，却可能得
到不同的答案。未来，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到，真正的亲情和友谊不会因为分餐而
淡化，追求健康应优先排序于根深蒂固的传
统观念。

推广分餐制，餐饮业是社会参与各方的
重中之重。从消费场景的数据分析结果看，
成本考量是影响分餐制实现大范围推广的
另一关键因素。如果在保证原有利润的前
提下，要消化增加的运营成本，有可能提高
人均消费额，进而影响到客流。

不过，自分餐制倡议发出以来，已有全
国各地的多家知名餐饮企业积极响应，表态
将在企业内践行餐桌文明，将分餐制、公筷
制、双筷制纳入服务规范。

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表示，分餐不仅

能避免疾病通过餐具传播，还可根据个人需
求合理搭配，按需供餐，减少浪费。推广分
餐制不仅是为了保卫“舌尖安全”，更是引领
一种文明就餐新风尚。

一些机构调研显示，如今大多数消费者
更倾向于分餐就餐，“公筷行动”受到青睐，
分餐制已经不仅仅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具备实行的意义。

从实施的节奏和步骤看，全面落实分餐
制需要步步为营。以区域梯度推进，或许能
成为可供参考的选项之一。

据美团研究院的外卖数据显示，以“一
人食”为代表的分餐制产品餐厅分布区域更
侧重在发达城市，分布在一线、新一线和二
线城市的“一人食”餐厅数量占比达到67%。

众所周知，餐桌卫生是公共卫生的重要一
环，餐桌文明也体现着社会文明。受疫情影
响，餐饮业普遍受到较大冲击。但危和机总是
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随着餐饮行业
复工，行业变革升级的机遇可能近在眼前。

安永大中华区战略与运营咨询服务合
伙人郑宇凯表示，未来分餐制可能成为一种
商业契机。从长期来看，消费者将更加注重
培养自身良好的饮食习惯，并提升对于餐饮
环境卫生的要求，因此对于面向有一定消费
能力群体的餐饮企业，更有品质保障的就餐
体验将成为吸引高端客群的差异化竞争优

势。而对于大众化的餐饮企业，能否提供令
消费者心仪的就餐环境，也将成为疫情过后
的分水岭。 （何凡 刘绪尧）

7.5万套挂牌销售 价格连降5个月

西安二手房销售不景气
全省初三、中职毕业生今天开学

本报讯（张彦刚）4月7日，我省35.46万初三学生和5.83万中
等职业学校毕业班学生，结束居家防疫上网课的生活，正式步入校
园，开启全新的春季学期学习生活。

为了让学子顺利入学，各地在开学前进行了精心准备。西安
全市有 302所初三年级学校和 60所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班的 10.48
万名学生将正式开学。相关区县和学校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
关开学防疫要求，针对春季开学，按照“一校一策”原则，制订了详
细的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按照标准要求对学生上下学进出
学校大门、体温测量、发热学生应急处置，班级分流、学生用餐、饮
水、宿舍管理等全过程进行实地演练，并确保相应的防疫物资到
位，让学生顺利安全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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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待扭转 餐饮业成本要考虑

对很多人来说，“幽门螺旋杆菌”这个
词并不陌生，却不一定清楚其危害程度有
多大。

“尽管胃癌发生是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目
前最明确的胃癌发生危险因素之一，根除其
感染能明显降低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北
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潘凯枫日前表示。

相关数据显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呈全
球性分布，我国幽门螺旋杆菌成人感染率已
超 50%。有学者指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可
能与社会经济、生活习惯，以及卫生条件等

因素有关。
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

构发布了“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预防胃癌
策略”共识报告，推荐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感
染可以作为预防胃癌的有效手段。这家机
构的研究团队近期公布的分析结果显示：导
致癌症的元凶排名前三的是幽门螺旋杆菌、
人乳头瘤病毒和乙肝病毒。其中，幽门螺旋
杆菌容易通过共餐传染。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后最常出现的症状
包括反酸或腹部饱胀、胃痛、口臭，可以通过
口口传播和粪口传播。如果不分餐，往往会

出现家族式传染，即便一个人治好了，很有
可能再次被家人传染复发。”潘凯枫说。

医生们共同的建议是餐前要洗手、尽量
不要嘴对嘴喂养幼儿、可以实行分餐制或使
用公筷、餐具要经常消毒。

除了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外，共餐还有可
能增加甲肝、戊肝等疾病的传播风险。潘凯
枫建议，主动使用公筷公勺是体谅与尊重他
人的一种体现，也是对老人、幼儿等易受感
染群体的照顾，如果有更多年轻人认同分餐
制才是科学进步的就餐方式，也许分餐制就
能流行起来。 （高洁 李依伦）

关于共餐风险 听专家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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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陕西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121人从武汉启程乘包机回家。
据了解，这批医疗队2月2日抵达武汉，支援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已

坚守60多天，这也是我省最后一支回陕的省派医疗队。随着这支省派医
疗队返程，陕西省派出支援湖北的医疗队已全部撤离回陕。

寒冬出征无畏，从1月26日起，我省先后派出1204名医务工作者奔赴
湖北，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踏春而归无恙，3 月 17 日起，完成抗“疫”工
作的医疗队陆续返回，至此，“白衣秦军”1204人一个不少，全部平安回家。

1204一个不少“白衣秦军”全部回陕

“ 终 于 可 以
抱抱啦！”4 月 2
日，渭南市大荔
县医院援鄂医务
人员与亲人、同
事深情相拥，诉
说思念之情，感
人的画面传递了
大荔卫健人爱的
力量。

李世居 摄

4月2日，宝鸡市举行欢迎宝鸡第三批和第五批
援鄂医疗队员凯旋仪式，少先队员为医疗队员献花。

2020 年春天，援鄂英雄的事迹播撒在孩子的心
中，他们成长在这英雄辈出的时代，于是“长大后我
就成了你”。 倪树斌 摄

疫情期间，黄山景区将最大承载量调整为2万人，
当进入景区的游客达到2万人时，会关闭景区入园通
道。4月4日、5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黄山对当地游
客免费开放后出现严重聚集情况，自己在景区走1公
里耗时两个多小时。（4月5日《新京报》）

虽然免费政策对于释放当地群众的旅游消费需
求、刺激并拉动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小视的意义，可“两
万人扎堆”的画面还是让人不能不产生一些担忧，尤
其是在国外疫情加速蔓延、全球感染人数已愈百万的
情况下。

游客能挤爆黄山，也能挤爆其他景区。由此次事
件可以看出，黄山景区此前对免费后可能出现的各种
情况预判不足，预案有“明显的缺陷”。旅游作为一种
产品服务，除在门票上“做文章”外，更要在如何确保
旅游品质和人性化、有效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方面下
功夫。五一假期即将到来，黄山景区“两万人扎堆”究
竟带来哪些警示呢？

主管部门和景区事先做好做足功课。要以景区
最大承载量和接待能力为基点，通过预警机制对进入
景区人数进行调控。同时，还应建立相关的应急机
制，以便某些突发情况出现时能“自如应对”。

借助互联网手段统筹疫情防控和景区复工。黄山
景区若事先也实行网上预约，2万人一到立即按下“暂
停键”，人满为患后再去限流的被动局面就可以避免。

旅游业的“复苏”和健康持续发展综合发力。从
另外的角度看，部分景区票价“还是有点高”、带薪休
假制度落实“不很到位”，以及景区与游客信息“不够
对称”等等，也是很重
要的问题。解决好这类
问题，显然不能靠景区
或政府的一两个部门，
需要综合发力。

（姚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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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热度之变1 关注度跃升信息量逾百万

一不留神，2020年已过去四分之
一。往年房地产市场的“金三银四”，在
疫情的影响下也失去了活力。来自国
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西安二手房价格
已经连续下跌 5个月。近期，西安二手
房挂牌销售的房源正在大量出现，来自
机构的统计显示，目前西安有 7.5万套
二手房挂牌销售。然而，受各种原因叠
加影响，西安的二手房并不好卖。

西安有二手房“降价百万”

“140万，地铁口，捡漏必选。”西安
雁塔南路附近一家房产中介的工作人
员介绍，这套房子从年前挂牌至今，因
为同小区房源比较多，所以选择降价
出售。

“西安二手房价格下降，与前期涨
幅较大有关。”美城股份市场研究中心
总监沈玮表示，由于2018年新房销售火
爆，带动二手房价格猛涨，与新房价格

“倒挂”严重。去年开始，随着新房供应
量回升，限价压力加大，需求逐渐回流
到新房市场，二手房价格开始下降。

与一年前相比，西安降价房源数量
大幅增加。据诸葛找房的数据显示，
2020年 3月，连续多天降价房源超过
500套，甚至超过1000套。

但是“大降价”并不一定“真便宜”，
往往是总价高的降价幅度大。降价 50
万以上的，基本都是大平层，其中又以
曲江比较集中。例如，在中介网站挂牌

的一套五居室，降价100万元后，总房价
仍接近800万元。“这类房子交易量本身
偏小，近两年的价格波动中水分也比较
大。”沈玮说。

有的中介已关门

近期，许多房产中介陆续复工，但
是有的房产中介却在疫情中倒下。

张昊在西安高新区一家中介门店
工作，因为二手房不好卖，他把很大一
部分精力投入到新房上，“二手房交易
流程比较繁琐，而代卖新房开发商给的
佣金不错，并且成交率要好一些。”张昊
说，复工这半个月，他已带了7组客户去
看二手房，但效果不好，还没有成交一单。

据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 2
月 1日-3月 25日，全国共有 1335家二
手房企业注销，有 23.6%的企业成立不
过一年左右的时间。

在西安地铁 4号线金滹沱站附近，
十多家二手房中介门店扎堆，不过有些
已改换门庭。某连锁品牌的房产中介，
虽然门头还没拆，但内部改成了服装
店；另一家不动产门店，大门紧锁并贴
出了“上下层出租”的通知。周边一商
家称，“其实这里的位置还不错，但成本
开销比较大。”

新增购房需求不足

购买二手房的消费者以刚需为主，

所以业内一直认为二手房市场的变化更
能真实体现出一个城市房地产市场需求
端的变化。近两年，二手房市场的变
化，更直观反映出了西安的楼市冷暖。

在美好生活文商旅研究院院长夏
强看来，二手房不好卖与新房增加有一
定关系，根源上则是需求不足制约房产
销售，“尤其是在今年疫情对市场形成
冲击以后。”

2月底至 3月 31日，西安住宅意向
登记平台共上线28个楼盘接受登记，有
5个项目需要“摇号”。其余 23个楼盘，
都已经转入平销。在转入平销的项目中，
有8个楼盘通过核验的家庭数量为0。这
就意味着，新房市场也面临遇冷状况。

夏强认为，2017-2018年，西安人口
显著增量，较大比例来自对周边城市的
虹吸效应；去年新落户人口和购买力有
所放缓之后，今年伴随复工复产，外来
人口逐渐回流，但新增购房需求仍然不
足；同时因疫情影响现金流，许多人的
置业和投资计划也受到压制。

二手房“回吐”虚高涨幅

近两年，西安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新
房与二手房“倒挂”的情况。所谓新房
与二手房价格“倒挂”，即某个地段的二
手房价格高于在售新房价格水平，这
是2017-2018年西安房地产市场出现的
特殊现象。不同于北京、上海等一线
城市已进入存量房时代，新房仍在大

规模开发中的西安，这似乎有些违背
市场规律。

“倒挂”最疯狂时，因价格看涨而导
致的“房东毁约”事件屡见不鲜，市场秩
序受到极大挑战。随后二手房挂牌量
价的一升一降，体现出买卖双方预期和
话语权的转换。

沈玮认为，疫情冲击和新房价格的
变量带来了市场认知的割裂。购房者
看跌，部分业主却等涨，僵持的结果就
是成交量大幅下滑，观望的人越来越
多，能够成交的基本都是降价房源。

在市场不确定性存在的前提下，西
安二手房需要继续“挤水分”。“以改善
为主的新房市场和以刚需为主的二手
房市场分化会越发明显。”沈玮表示，对
二手房业主来说，新房价格不具备太多
参考价值，尤其是持有改善房源的业主
不能对价格有太高期许。由于“摇号”消
耗了大量刚需，往后购买力会越发脆弱，
二手房业主不如趁此合理定价出货。

长期从事二手房买卖的西安经纪
人协会会长邵涛表示，二手房购买者以
刚需为主，扰动价格的因素不如新房那
么 多 。 目 前 来
看，未来一段时
期楼市横盘还会
持续存在，政策、
金融及供需等因
素产生的变量，
将对房价走势产
生影响。（李程）

行业升级之选3 梯度推进落实中长期多方受益应用场景之辩2 践行有难处观念待转变

4月4日，中铁北京工程局一公司陕西各项目百余职工深切哀
悼抗“疫”烈士和逝世同胞。 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