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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夜饭在家吃更温馨更安全

家住北京江滨新村的董女
士表示，他们一家不会选择人
员较为密集的饭店，年夜饭只
邀请自己妹妹一家，在家中举
行小规模的家庭聚会，更温馨
也更安全。72 岁的吴老先生
家住北京我家山水社区，往年
他们一家的年夜饭更青睐于菜
品精致的饭店。不过就今年这
样的情况，他们准备购买饭店
的半成品菜，自己再炒几个热

菜，在家里吃年夜饭。这样既
不会太累，吃得也很舒坦。

近日，北京有记者针对年
夜饭进行了持续调查，共收集
了 1027 份有效数据，调查发
现：23.27%的受访消费者会选
择去饭店吃年夜饭，37.29%的
受访消费者希望推出年夜饭外
卖服务，36.22%的受访消费者
希望推出大厨上门制作年夜饭
服务，19.47%的受访消费者希
望优化年夜饭堂食环境。

推出“年午饭”，增设小桌套餐

据了解，目前北京多数餐
厅的年夜饭预订已过 50%。
为了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用餐
需求，同时又避免人员密集，部
分餐厅推行“错时开餐”的方
案，减少就餐者密度：第一拨在
下午四五点左右；第二拨在晚
上七八点左右。针对年轻人的
生活、聚会习惯，部分餐厅还推

出“年午饭”计划，让他们能保
持晚上和家人吃“团圆饭”的传
统习俗。为响应“光盘行动”，
一些餐厅在延续“家庭套餐”传
统的基础上，新增了“小份菜”
和“小桌套餐”等选项。比如江
苏南京某酒店根据就餐人数，
推出6人、8人、10人、12人和
14人的菜单，顾客来订年夜饭
时，会提前告知。

此外，部分饭店还减少了
店内桌数，让顾客在团聚同时
能有一个安全的用餐环境。

选择更多：送外卖、上门做、半成品

“最近接到好几个咨询外
卖年夜饭的电话，部分顾客对
在外吃饭还是有些担忧，更倾
向于在家就餐。”北京某餐厅经
理说。对此，部分餐饮企业已
作出相应调整。“我们已经配备
了相关工作人员，如有需要，将
快速提供年夜饭送到家的外卖

服务。”旺顺阁相关负责人说。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

营负责人文志宏在接受相关媒
体采访时表示，消费者的多元
需求催生了年夜饭外送和厨师
团队上门烹饪等多元服务。

此外，不少餐饮企业和外
卖平台还推出了“半成品年夜
饭”：厨师配备好相应的调味
包，市民不需要洗菜、切菜，直
接下锅烹饪即可。

在京东等电商平台上搜索
年夜饭发现，不少知名餐馆在
线上推出了年夜饭半成品菜套
餐，冷冻仓直发，价格在两三百
元。不少网友表示，“上灶加热
即食，非常方便”。一些买菜平
台也在热推轻量级大菜，比如叮
咚买菜App陆续上线了许多年
夜饭主题的快手菜产品。

预订年夜饭前，明确退款条件

对于年夜饭，民众最关心

的还是退订问题。
济南一餐厅负责人表示，

如果年底疫情出现波动，押金
将无条件退还给消费者。

北京昌平区市场监管局执
法人员也建议，消费者预订年
夜饭要选择信誉度好的餐馆，
品牌和口碑都要作为参考依
据。同时，要与商家签订书面
合同，合同中明确消费时间、价
格、就餐环境，以及是否有无条
件退款、上门送餐等内容。此
外，注意索要发票，如产生消费
纠纷可作为有效凭证。

中消协提醒，消费者在与
餐厅签订书面合同时，应注明
预付款项是“定金”还是“订
金”。“定金”有担保作用，且不
能超过总价款的 20%。如果
商家违约，会承担向消费者支
付双倍“定金”的违约责任；如
果消费者违约，商家不会返还，
消费者在付款前要谨慎。

年夜饭自提回家吃更安全近日，国内多地报告新
冠肺炎新增本土散发病例或
聚集性疫情。今年年夜饭去
哪里吃、如何安全地吃，是商
家和消费者共同关心的问
题。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北
京、上海、南京、济南等地多
家餐厅推出年夜饭“新吃法”，
让团聚既享美食又享安心。
部分商家已在外卖平台推出
了招牌菜品套餐组合，鼓励消
费者自提回家享用。（摘编自

《北京商报》《北京晚报》）

临期食品是指临近保质期
的食品，价格十分便宜。吃临
期食品对健康有影响吗？

“即便快到保质期，也并
不意味着不能吃，日期并非判
定食品变质与否的‘金标准’。”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
科技传播部主任阮光锋表示，
保质期是食品生产商对产品质
量的承诺期，可以将其理解为

“最佳食用期”和“此前食用最
佳”。不过，食品的保质期并不
等于食品的最后可食用日期。
在营养方面，部分临期食物可能

稍差一点，但仍处于合理范围
内，对总体营养摄入影响不大。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食品
都有保质期。原国家质检总局
发布的《食品标识管理规定》中
规定，四类食品可以“免除标注
保质期”，它们分别是酒精含量
10%及以上的饮料酒、食醋、食
用盐和固态食糖类。

现在购买临期食品的渠
道有很多，超市、便利店、网店
等，我们最好在哪买呢？阮光
锋更推荐消费者在线下大型商
超购买。“大型商超一般具备尚

可的储存条件，其存放的临期
食品在安全、品质方面鲜有问
题，原则上可放心购买食用。”
阮光锋还分享了一个选购临期
食品的小妙招：关注食品属性。

“肉、奶等冷链食品最好不要
等到临界期再买，由于储存环境难
以一直保持低温，这类食物容易
提前变质；若过保质期，不建议再
食用。而饼干、方便面等质地干
燥的食品，以及糖果、蜂蜜、甜
味饮料等含糖量较高的食物，即
便过了保质期食用，也不一定对人
体有影响。”（摘编自《科技日报》）

挑选得当，临期食品也挺“香”

银行卡遭遇盗刷，已不是
罕见的事。银行卡被盗刷之
后，受害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司法审判
第一线的专业人士支招：方法
多多，关键在一个“快”字上。

北京通州法院刘紫薇法
官说，普通老百姓一旦发现自
己的卡正在境外消费、取现，第
一个感觉肯定是慌了。这个时
候，一定得“赶紧证明卡在我身
上”。“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会关

注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在案发
时，当事人手里到底有没有银行
卡，是银行卡丢了，故意交给境
外刷卡者了，还是在自己手上。”

她表示，最好的方法是马
上在最近的 ATM 机上操作取
款，随便取多少都可以；或让机
器吞卡、挂失，有条件的直接去
银行。总之，要得到证据，表明
卡始终在自己的控制中。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民三庭副庭长孙兆晖法官

说，根据已有的案例，持卡人一
旦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账户余额
异常变动，应立即拨打银行客
服电话告知账户异常变动情
况，办理挂失，询问盗刷的方
式，并说明自己及银行卡所在
位置。随后应该就近到 ATM
机或商场、超市刷卡取证。如果
周围没有刷卡设备，持卡人还可
以根据自身情况，收集其他能够
证明本人及银行卡所处位置的
证据。（摘编自《北京晚报》）

银行卡被盗刷后，想法证明“卡在手上”

1月1日0时至1月2日15时，杭州
市水务集团累计出动水管冰冻、漏水等
抢修6504人次。杭州市水务集团梳理
了居家水管、水龙头防冻的五点措施。

穿衣戴帽 对暴露在室外的水
管、水龙头等用水设施，可以使用棉麻
织物进行包扎保温，水表井箱内的水
表可以用废旧衣物等遮盖保温。

关窗防寒 天冷时，特别在晚上，
要关紧阳台、厨房、卫生间等朝北房
间及楼道的窗户，保证室内、楼道的
温度在0℃以上。

滴水成线 严寒天气时，如气温
在-3℃以下，可在晚间稍稍拧开龙

头，使水流滴水成线，防止夜间冻结。
排空设施 针对长期无人居住的

房子，一定要记得关闭门窗，关闭水表
阀门，打开家中水龙头，放空水管。工
作人员提醒大家，针对家中的太阳能
热水器，如果是安装在室外的，水管要
安装防冻排水装置，当气温连续
在-3℃以下时，要做排空防冻。

温热水淋 如果金属管道冻结，用
30℃左右的温热水沿裸露在外的水管淋
几遍，一般就能解冻。不要用火烘烤或
用开水急烫，以免开裂。倘若PP-R和
PVC管冻结，可用热毛巾敷在水管上，
再用热水冲淋化冻。（摘编自《每日商报》）

水管、水龙头防冻五妙招

变更姓名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朱先生成年后，越发觉
得父母给他取的名字不但
土得掉渣，且不够响亮，决
定换个时尚而大气的名字。
他能仅仅因为这样的理由
变更姓名吗？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
一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
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
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
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
公序良俗。”公序，即社会一
般利益，包括国家利益、社会
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良俗，即一般道德观念或良
好道德风尚，包括社会公德、
商业道德和社会良好风尚。
只要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公
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姓名。故
朱先生可以变更姓名。

不过，由于成年公民已
广泛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姓
名的变更会涉及他人和社会
的利益，故为避免对既有人
身、财产关系的变动，以及对
今后工作、生活造成不便，维
护已参与社会活动的稳定，
最好不要轻易变更姓名。（江
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法官
颜梅生）

出了事故别“私了”

近期，北京警方刑事
拘留“碰瓷”违法犯罪嫌疑
人33人。此次抓获的嫌疑
人作案手段主要三种类型：1.
驾驶机动车，利用事主存在
随意变更车道、违规转向等
违反道路通行规定的行为，
故意制造对方全责、己方无
责的剐蹭交通事故，以“私
了”的方式索要高额赔偿；2.
选择公交、客运车辆为目
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抓
住上述司机人员顾及影响

“年终无事故责任”的心理，
索要高额赔偿；3.驾驶非机
动车或步行，在路口、非机动
车道内、停车场及道路较窄
路段，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警方提示：驾车要遵
守交通法规。尽量在车内
安装前后行车记录仪，遇
交通事故可根据影像判断
事故责任。对事故原因存
疑时，切勿图省事选择“私
了”，应主动报警，等待民
警处理。发生交通事故
后，如对方强烈要求“私
了”并存在威胁恐吓行为
的，更要提高警惕，在保障
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及时报
警。（摘编自《生活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