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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省港大罢工持续十六个月
写下反帝爱国的厚重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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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位于广州东园横路的
省港大罢工纪念馆改造提升项目
设计施工总承包开始招标， 引发
社会关注。

1925 年 6 月， 震惊中外的
省港大罢工爆发， 持续一年零四
个月的罢工， 参与工人总数多达
25 万人，在中国工人运动史和世
界工人运动史上都产生了空前的
影响。本期《初心粤迹———中共广
东百年史话》 为您讲述省港大罢
工的故事。

“五卅惨案” 推动省
港大罢工开展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 广东
工人运动高潮迭起。 1925 年 5
月 30 日， 上海发生“五卅惨
案”。 5 月 31 日晚，中共广东区
委召开党、 团员大会， 报告了
“五卅惨案”的经过，决定组织
“临时委员会”， 联络工、 农、
商、 学和青年军人等革命团体
举行示威游行， 并筹划在省港
两地举行大罢工声援。 6 月上
旬， 中共中央广东临时委员会
指派邓中夏、黄平、杨殷、杨匏
安、苏兆征五人组成“党团”，
作为罢工的指挥机关， 前往香
港组织罢工。“党团”成员深入
香港各工会团体， 开展宣传发
动工作。 短短数日后， 工人们
纷纷赞成举行罢工， 香港各工
会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干事局长
的全港工团联合会， 具体负责
组织香港工人罢工。 与此同
时， 中共广东区委又指派冯菊
坡、刘尔崧、施卜、李森、林伟
民、陈延年组成“党团”，并指
派冯菊坡、 刘尔崧、 施卜到沙
面英法租界再次发动罢工。

1925 年 6 月 19 日， 由香
港海员工人首先发难， 印刷、
洋务、码头搬运、清洁、医务、
邮务等工会随即响应， 震惊中
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 先后有
20 多万人加入了罢工行列，其
中有 10 余万人离开香港，返
回内地。 在广州， 工人们也遥
相呼应。 6 月 21 日，沙面租界

3000 多名中国洋务工人也宣
布罢工， 集体离开沙面， 返回
广州市区。 接着， 在广州市区
的英、日、美、法的仓库工人，
洋行工人和外国人住宅雇佣的
中国洋务工人， 也纷纷加入罢
工行列。 沙面罢工工人还组织
了工人纠察队， 对沙面实行封
锁， 把守东桥、 西桥及沙基沿
岸， 不许船艇出入。 罢工爆发
后， 香港陷入一片混乱。 机器
停转、轮船停开，车辆停驶、商
务停顿， 加上交通断绝， 整个
香港垃圾堆积如山， 粪便满街
横流。

“单独对英”策略沉
重打击了港英

6 月 23 日，广州民众联合
召开反帝示威大会， 会后举行
大游行， 当游行队伍途经沙面
对岸的沙基路时， 沙面租界当
局竟下令开枪射击， 当场打死
50 多人，重伤 170 多人，这就
是骇人听闻的“六二三”惨案，
又称“沙基惨案”。

惨案发生后， 广东各地群
情激愤。 罢工工人在广州组织
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 又设立
了省港罢工委员会， 作为罢工
的最高指挥机关， 苏兆征任罢
工委员会委员长。 随着罢工斗
争不断深入， 罢工委员会也不
断调整策略：取消“特许证”制
度，仅以“凡不是英货、英船及
经过香港者， 可准其直接来广
州”为原则，实施“单独对英”
的中心策略， 从政治上分化、

瓦解帝国主义之间的防线，有
效地拆散了港英与各国之间的
联合同盟， 进一步孤立、 打击
港英帝国主义。 之后，外商（英
商除外） 与广东的经济贸易日
趋正常。

罢工不断加剧， 香港总督
史塔士束手无策， 被英国政府
以“办事不力”解职。 新接任的
港督金文泰拒绝工人们提出的
复工条件， 甚至单方面宣布停
止解决罢工的谈判 。 为此 ，
1926 年 2 月，中共广东区委再
次发动留港工人、 市民发起第
二次罢工， 又有一万多人离港
返回内地。 与此同时， 广州各
界民众也发起第二次“援助罢
工周”。 省港大罢工的斗争呈
现“白热化”的新形势。

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
誓师北伐， 中共广东区委、全
国总工会、 省港罢工委员会商
量研究， 认为在维持罢工工人
利益的原则下， 必须采取主动
步骤停止封锁， 结束罢工。
1926 年 10 月 10 日，中共广东
区委发表《为省港罢工自动的
停止封锁宣言》， 省港罢工委
员会也发表《停止封锁宣言》。
这一天，广州市 30 万民众举行
盛大集会，拥护停止封锁、结束
罢工的决定，至此，省港大罢工
宣告结束。 这次历时 16 个月的
罢工，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帝国
主义以沉重打击、 对巩固广东
革命根据地起了巨大作用。

（资料来源：《中共广东历
史简明读本》）

罢工示威者（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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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早稻喜获丰收
晚稻生产稳步推进

羊城晚报讯 记者许悦、通
讯员粤农轩报道： 根据国家统计
局 8 月 19 日公布的数据，广东超
额完成了国家要求新增早稻种植
面积 50 万亩的任务，实现了早稻
生产面积、单产和总产量“三增”
的好形势。

羊城晚报记者 23 日从广东
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 今年广东
全省早稻播种面积 1303.7 万亩，
比去年增加了 51.7 万亩 ， 增幅
4.1%，是广东省近 7 年以来早稻
面 积 的 最 高 水 平 ； 早 稻 单 产
397.73 公斤，比去年增加 7.73 公
斤 ， 增幅 1.98% ； 早稻总产量

518.5 万吨， 比去年增加 30.3 万
吨，增幅 6.2%。

据悉，因六七月份旱情影响，
广东晚稻栽插受到一定影响。 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部署要求科
学抗旱、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各地
采取强力措施， 抓住 8 月以来几
轮降雨的有利时机，抢办田、抢插
秧、抢进度，力保晚稻生产面积稳
定不减少。

根据农情调度，截至 8 月 20
日， 广东晚稻已栽插到田 1438.2
万亩，超过去年晚稻播种面积。当
前，广东省晚稻基本栽插完毕，全
面转入田间管理阶段。

浪费杜绝
文明餐桌深调查

餐饮食肆杜绝浪费有妙招
有的推出半碗饭、半份菜，有的活用大数据从运营、加工等环节创新节约举措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宋昀潇
实习生 金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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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菜心 9.63
本地白菜 7.07
大芥菜 7.45
西生菜 10.5

西红柿 9.01
芥兰 10.4
红萝卜 6.81
青皮冬瓜 4.47

青豆角 11.71
椰菜 6.19
南瓜 5.29
圆椒 10.79

荷兰豆 16.9
洋葱 7.26
大肉姜 18.31
莲藕 11.63

蒜头 14.81
鲫鱼 24.21
红三鱼 61.88
精瘦肉 72.13

高优线上考生报考独立学院亏了吗？
考生：选专业比选学校更重要

日前， 记者梳理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发现，
今年广东省共有 14 名高分优先投档线上的考生报考了独
立学院，其中理科共 11 人，分别为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1 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4 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3 人，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3 人；文科共 3 人，分别为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2 人，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1 人。 对
此，有网友认为这些考生应有更好的选择，可报读省内高水
平大学，而非被不少人称为“民办三本”的独立学院。 也有
网友猜测，考生可能填错志愿或“因为爱情”。

高优线上的考生为何填报独立学院？ 他们填报独立学
院是否“亏”了？ 填报志愿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为此，羊城
晚报记者采访了相关考生、独立学院和教育专家。

记者了解到，今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
国商学院（以下简称 “广外南国 ”）录取了两
名高优线上文科考生（一名为优先投档线退
档考生 ）。 其中，吕柔同学分数为 559 分，排
位为 10466，超过文科优先投档线 23 分，报
考的第一志愿为广外南国的翻译专业。 另一
位罗逸飞同学，总分 549，排位为 14495，高
出优先投档线 13 分， 被第一志愿广州大学
退档后，被第二志愿广外南国的商务英语专
业录取。

“不是网传的‘因为爱情’，也不是不了
解这是独立学院， 我真心喜欢这个学校的
翻译专业。 ”毕业于广东省信宜中学的吕柔
同学对网友的评论和猜测进行了回应，她
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学外语、当翻译是自己
一直以来的理想， 在填报志愿时综合考虑
了广外、广大、广工等多个大学历年招生以
及专业情况， 通过多方渠道了解广外南国
的基本情况， 最终选择该校的翻译专业 。

“知道录取结果后感觉人生突然亮了起来！
与其读一个名气大一点的学校， 还不如选
自己心仪的好专业。 ”

“广外南国环境优美、学术氛围活跃 ，
且外语学科实力在广东省名列前茅， 还能
享受广外的师资，拥有到广外学习的机会，
这一切都满足了我对大学生活的期待。 ”毕
业于协和中学的罗逸飞同学同样相信选专
业比选学校更重要， 因此他在填报广大的
时候并未选择“服从调剂”。此前，他还在广
外南国的开放日来校园参观了解过，“这坚
定了我报读广外南国商务英语的决心 ，我
认为理想专业是第一位的， 学校名字是其
次的。 ”

“高优线上的考生选择独立学院，是在
学校和专业之间反复权衡和慎重思考后的
理性选择，考生不盲目追求学校名气，更关
注所选专业的内涵和未来就业志向，值得称
赞。 ”广外南国副校长赖志立称。

赖志立认为， 高分考生的选择是
社会对民办高校教育质量的客观评
价，因此，民办高校要更加专注专业的
内涵建设， 以好师资和高质量的专业
打动考生和家长的心。“过去，我们从
母体学校汲取养分，在学科发展、专业
建设、师资队伍等方面获益匪浅，外语
成为学校的办学特色之一。 ”

据介绍， 广外南国的英语翻译专
业经过 14 年的建设和发展，已具备厚
实的教学基础。 学校同声传译实验室
于 2017 年建成“广东省实验示范教学
中心”。 根据“校友会网”评估，翻译专
业连续三年（2017-2019）在全国 300
多所独立学院同类专业中排名第一。

记者获悉， 投档到另一所独立学
院———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的高分
考生（理科 586 分），填报了该校计算机
工程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该
专业近三年均为学校的热门专业，也是
录取分最高的专业。 在华工的支持下，
该专业建设了一支结构合理、敬业奉献

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加入了“数据中国
百校工程”产教融合项目，与中科曙光
共建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大数
据学院和大数据应用协同创新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吸引更多优
质人才报考， 独立学院在报考奖励上
“下足血本”。 广外南国规定，被录取者
将依照奖励条件获得特等奖免缴在校
四年的学费、一等奖 5000 元、二等奖
2000 元等奖励。 广东省考生只需文科
高考文化成绩排名前 17000 名， 理科
高考文化成绩排名前 68000 名， 或者
高考外语单科成绩达到 145 分就可以
免缴在校四年的学费。

华工广州学院坚持优才优育，因
材施教，实施英才培养“六大举措”：一
是教授导师制，二是全过程跟踪培养，
三是优先参与导师科研项目， 四是优
先参加 SRP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目， 五是与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培养研
究生招考上线优先录取， 六是提供全
额奖学金。

为适应新高考考试招生改革，广
东省于 2018 年对一二本招生批次进
行合并， 学校不再有一二三本之分。

“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独立学院，
取消批次之后，所有大学平等竞争，一
些有特色的民办高校、 独立学院的专
业录取分数超过传统一本院校也属正
常。”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提
出， 要改变之前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
的概念和做法， 给予所有学校平等的
竞争空间，促进大学办出自己的特色。

对于越来越多的高分考生以专业

兴趣为基础填报志愿的做法，熊丙奇表
示认可。然而，本科批次融合之后，也确
实有部分“大头虾”考生对独立学院和
公立大学的二级学院产生了混淆。 熊丙
奇指出，考生容易混淆独立学院与母体
学校的差别，这既不利于独立学院的健
康发展，也不能真正做到鼓励学校平等
竞争。 他建议，独立学院加快与母体学
校脱离，完全独立办学，转设为民办学
校，不再冠母体学校名。同时，他提醒考
生， 应基于准确了解学校办学性质、专
业办学情况来填报志愿。

名牌专业成志愿“优先选项”
高优线上考生

“练内功”办学“下血本”引才
独立学院

不要戴有色眼镜看独立学院
教育专家

白天鹅宾馆的流浮阁西餐
厅， 以其自助餐出品精致闻名
于市， 距今已有数十年的开店
历史。 为了更好从源头上杜绝
餐饮浪费， 白天鹅宾馆开始活
用大数据等科技手段。

“以早餐为例，21 日的早餐
早在 20 日的 18 时， 便根据住
房客人的数量进行食材准备。 ”
白天鹅宾馆餐饮总监伍德林向
记者介绍。 他还向记者展示了
该统计后台：21 日统计，全宾馆
共有 294 人登记了早餐。 根据
人数的不同， 厨师出品计划食
材准备也会不同，100 人以下为
一档，100 人至 150 人为一档，
200 人以上又有不同。

21 日午间， 羊城晚报记者
来到该西餐厅实地采访， 只见
诸如蜗牛、 扇贝等西餐厅招牌
菜品， 被分装在一个个白瓷器

皿中， 食客按需取用。 记者发
现，多数食客对每种菜品，只取
一个。

除了利用分装尽可能减少
自助餐浪费外， 流浮阁西餐厅
还有不少品类供客人现点现
做。 以甜品舒芙蕾为例， 食客
“下单”后，大厨方拿出蛋液开
始制作。 在牛肉、刺身等区域，
则有厨师负责守候， 一旦食客
提出需求，立刻切制，分量多为
3 片左右。

据伍德林介绍，为了更好杜
绝浪费， 西餐厅一直实行动态
管理， 以现场实际情况进行调
整， 通过客流量控制食品出品
量仅是其中之一， 每月餐厅都
会对菜品进行末位淘汰， 将剩
余率较高的最后五位菜品的原
材料登记下架， 下个月替换为
其他菜品上架。

在九毛九万科广场店中，
工作人员将舀出的一勺米饭用
饭勺从正中间压下， 分出半份
米饭放回电饭煲中。

“我们 8 月 12 日便推出
了‘半碗饭’，供顾客扫码点餐
时选择。 ”该店店长告诉记者。
据了解，九毛九集团旗下四个
正餐子品牌都在 8 月 12 日晚
上推出了“半碗饭 ”供客人选
择点单。 推出至今，门店每卖
出五份米饭中，有一份是半碗
米饭。

九毛九方面告诉记者 ，集
团还打算协调软件开发， 利用
科技手段在点餐系统上增加提
醒功能， 提醒顾客适量点餐避
免浪费。

在广东财经大学三水校
区，早在 2017 年，食堂便实行

菜品自选，单米饭，便有区分三
种规格，尽可能减少浪费。

不仅是半碗饭， 有餐厅还
贴心标出菜品热量、 营养成分
等， 帮助食客合理规划自己的
点餐，尽可能减少浪费。

以麦当劳为例， 打开麦当
劳官网，选择营养计算器，即可
查询麦当劳门店内售卖的任何
一款产品。 记者随机选择麦辣
鸡腿堡，其能量、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等含量均标注得清
清楚楚，为了直观，网页还显示
每份麦辣鸡腿汉堡的能量约等
于两个牛油果。

麦当劳官网还设置有“500
大卡套餐”，帮助食客既享受美
食又合理规划热量摄取， 也尽
可能防止食客点选餐品过多又
食不尽造成的浪费。

“一个菜不爽，两个菜太多”，
相信不少人在点外卖时都会有这
样的困惑。 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就
餐需求，外卖 APP 饿了么、美团相
继推出小份菜模式。

记者打开饿了么 APP 看到，
该平台首页上线“光盘行动”活
动，主推品质小份菜，通过配送费
0 元起等优惠活动鼓励用户节约
粮食。 饿了么方面表示，平台为上
线小份菜的商家进行导流，通过营
销扶持的方式，推动商家和消费者
接受新消费方式。 消费者可以在
饿了么 APP 上搜索“小份菜”，下
单相关菜品。

在白领职员蔡女士看来，现在
饿了么鼓励商家上线小份菜、半份
菜是件好事，“这样我们在点餐时
不仅选择更多且实惠，更能节约不
少粮食避免浪费。 ”

“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意
吃得是否健康，所以除了少油少盐，
对于分量的适度把握也能赢得不少
消费者的欢心。 ”据某川菜馆负责人
李老板介绍， 为了迎合消费者少食
多样的需求， 他在去年年底尝试上
线了小份菜活动， 有多道小份菜名
列店内销量前五， 特别是在午餐时
段，基本每餐都出现小份菜的身影。

“菜量少了，选择却更多了，好评也
明显变多了。 ”李老板说。

饿了么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
在平台上线小份菜的餐厅已经超
过了 60 万家。 而在小份菜的带动
下，许多餐厅的订单量较去年同期
增长了五成以上。广州的小份菜销
量更排在全国前十。

另据美团外卖大数据显示，今
年 8 月以来，“小份菜”的销量较 7
月环比有了 30%左右的增长。

A 自助餐实行动态管理 菜品每月“末位淘汰”

B 菜单标注热量 菜量控制分量 C 点外卖可点小份菜 销量环比增长 30%

羊城晚报： 在您看来，如
何更好向市民推广粮食节约
习惯？

暨南大学教授梅林海：在
我们的邻国如日本 、韩国 ，它
们的中小学里都有各种各样
的营养均衡饭菜 ， 使得孩子
们既能够得到一个可口的食
物 ，又能够营养平衡 ，同时孩
子们也能更为节约粮食 ，因
为配比都是刚刚好 ， 一分不
多一分不少。 反观国内，无论
是 食 材 供 应 还 是 生 产 经 营
者 ，都要做很多工作 、很多研
究 ， 怎么向消费者提供更多
更可口的美食 ，从源头上 ，尽
可能让消费者不去浪费。

向消费者提供营
养均衡饭菜也是节约
粮食的一种方式

名家说

连日来，广东消费者、餐饮企
业、 餐饮行业协会纷纷响应号召、
立即行动，掀起了一股制止餐饮浪
费、厉行节约的风潮。

企业有的推出半碗饭、 半份

菜等服务，有的从运营、加工等
环节创新节约举措。 有餐饮企业
经营者告诉记者，尽可能减少粮
食浪费，也是在为餐饮企业“减
减负”。

在在白白天天鹅鹅宾宾馆馆西西餐餐厅厅，，大大厨厨依依食食客客需需求求按按量量切切制制菜菜品品

高 招 进 行 时
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夏嘉欣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晶、孙绮
曼报道：今天上午，记者在广州市
第 170 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新闻
发布会（加快广州汽车产业发展
新闻发布会）获悉，广州为推动汽
车产业发展不断打出组合拳，一
系列措施将落地。 今年广州将在
1~2 个区推出全域开放的城市级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区。

发布会上， 广州市工信局总
经济师陈键华表示， 8 月 17 日，
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广州市促进汽车产业加快发展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广州
汽车产业加快发展初见成效，汽
车产能突破 500 万辆， 规模以上
汽车制造业产值力争达到 1 万亿
元， 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基本形
成； 实现氢燃料电池汽车初步商
业化运营， 新能源汽车年产能进
入全国城市前三名； 建成全国领
先的 5G 车联网标准体系和智能
网联汽车封闭测试区， 基本建成
国家级基于宽带移动互联网智能
网联汽车与智慧交通应用示范
区； 形成较完备的世界级汽车零
部件产业供应体系。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沈颖表示，广州已经成

为国内首个认可其他城市智能网
联汽车路测许可的城市。 自 2019
年 6 月为广汽集团、文远知行、小
马智行、景骐、裹动智驾、深兰科
技等 6 家测试主体共 24 台车辆
发放广州首批智能网联汽车道路
测试通知书至今，又陆续发放 21
张载客测试通知书， 近期全国率
先发放 10 张远程测试通知书。

据悉，目前广州发布 67 条开
放测试道路 ， 里程约 135.29 公
里，分布于番禺、白云、花都 、黄
埔、南沙等区域。在保障安全的前
提下， 全力支持测试企业在广州
开展道路测试工作。

沈颖透露， 广州将开展城市
级智能网联汽车规模化、 综合性
应用试点， 率先形成全域开放的
城市级测试区， 在 2020 年选择
1~2 个区因地制宜开展先行先
试； 加快先行试点区城市道路智
能化分级研究， 推动先行试点区
进行车路协同 V2X 路测改造示
范建设， 力争在 2021 年前完成
100 公里以上道路改造； 支持试
点区域先行开展商业化运营试
点， 探索智能网联模式下新型出
行服务新模式， 在 2022 年前，各
先行试点区开展 3 家以上商业化
运营试点。

广州将推出全域开放的城市级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区

今年选1~2个区先行先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