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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1.1 调查成果 

【1/3】《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2004-2011）》 

【2/3】《易粪相食：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调查（2004-2011）》 

【3/3】《掷出窗外：面对食品安全危机，你应有的态度》 

1.2 本调查报告统计范围 

出于时间与精力的考虑，本次统计的地域范围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时段为 2004.1-2011.5，

香港与澳门则仅在与大陆关联时才被纳入统计。暂没有涉及台湾地区：他们“不怕家丑外扬”，

想必有信心和能力处理好食品安全问题。 

1.3 本调查报告适用人群 

1. 长期生活在中国的； 

2. 旅行或将旅行于中国的； 

3. 非食“特供”的； 

4. 希望减肥而没有毅力的； 

5. 希望省饭钱而没有动力的； 

6. 留学海外，学成准备归国的； 

7. 备考 GRE、TOEFL、雅思而不好好背单词的； 

二、 先行研究 

中国人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研究历史悠久。早在上古时代，便有神农氏遍尝百草，测试毒性。

其中有毒的，纷纷被各大江湖门派所亲睐；无毒味美的，便成为百姓人家的盘中餐；无毒味

不美的，可能就被制成中药了吧。 

 

炎帝乃神农氏后裔（一说炎帝就是神农氏），中华民族又是炎黄子孙，因此可以认为，勇于

品尝各种有毒食品，是我们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在当下得到了极大的继

承和发扬。 

 

当代关于食品安全的专著不多，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现状

调查》（周勍，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 年）。该书“揭示了制作假冒伪劣食品的详尽

过程，警示人们关注在食品安全中出现的伤天害理行径”，并被评为 2006 年“尤利西斯国

际报道文学奖”（Lettre Ulysses Award）第四名。德国之声广播电台认为其屈居第四是“失

之于西方评委对中国问题的了解”，这个解释很有道理，笔者以为多半是西方评委倾向于认

为该书更应划归为“科幻”或“童话”类而非“报道文学”。 

 

http://www.zccw.info/index
http://www.zccw.info/report
http://www.zccw.info/
http://overseas.caing.com/2011-06-04/1002662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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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专著外，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更多的是以新闻的形式，通过平面媒体或电视及新媒体进行

的。如各地地方报纸、地方电视台以及 CCTV、新华社等等，随后这些报道会被转载于各自

官网或各门户网站，传播于网络。本调查报告所基于的资料库便来源于此。 

三、 资料来源 

本调查报告试图搜集齐过去十年（2001-2011）内中文媒体关于国内食品安全问题的所有报

道，将其制作成数据库，并分析十年来的变化状况，总结规律，得出结论，以供有意者查阅、

参考。 

 

鉴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本次调查只搜集了可见于网络的新闻报道，即有网址可以在线访问

的。但发现在 2004 年之前网络上鲜有相关报告，如果做 10 年历史数据对比的话，数据会

出现断层，因此本调查的时段定为 2004-2011 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新闻网

站的数量不够多，或者转载新闻的涉及面不够广，当然也可能是此前的确报道不多。 

 

简言之，本次调查以符合如下条件的新闻为数据源： 

 

1. 该新闻的来源为国内正规媒体； 

2. 该新闻有网络版（即可通过搜索引擎找到）； 

3. 该新闻的发布时间为 2004.1 至 2011.5； 

4. 该新闻以曝光食品安全问题为主题； 

 

本次调查历时 31 天，参与者 35 人，共查阅相关报道近 17268 篇，约计 1 千万字。从中筛

选出 2107 篇报道，制作了 2849 条记录，并为每篇报道提取了包括事发地、涉及食品的种

类、对人体有害的原因等在内的关键词，以方便统计及查询。 

 

注：第一期工作遍历了《安全快报》收录的 8634 篇新闻，第二期工作在各大网站至少查阅

了同等数目的新闻，故共计 17268 篇。每篇新闻按平均 600 字计算，则阅读量至少为

10360800 字。 

四、 统计过程 

4.1 第一期：搜索新闻 

在网上搜索 2004-2011 期间关于对人体有害的食品的新闻报道，并确定关键词、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所转载的网站以及网址。 

 

医源世界网的“安全快报”版块已搜集了不少历年来食品安全相关的新闻，本期工作的重点

便是从中进行二次筛选。该专题版块的优点是数据量大，时间跨度长；但缺点在于其所选新

闻并非全部与有毒食品相关，需要进一步处理，而且文章未给出关键词，不方便查询，此外，

该版块内的新闻多未注明出处，难以确定其真实性。 

 

http://www.39kf.com/focus/spaq/01/
http://www.39kf.com/focus/spaq/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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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第七条、第九条的规定，

各门户网站“不得登载自行采写的新闻和其他来源的新闻”。也就是说，出现在网络上的新

闻，只要不是伪造的，理论就一定能找到其纸质媒体的出处（比较特殊的是“新华网”与“中

国新闻网”，这两个网站虽然没有对应的纸质版，但却可以直接发布新闻）。一篇新闻，在网

络上可能被诸多网站转载，有许多网址，但原始出处只有一个。确定出处，这也是本期工作

的目标之一。 

 

第一期工作历时 10 天（5.11-5.20），参与者共 34 人，有 8 人未回复我是否愿意公开姓名的

邮件，1 人选择匿名，其余各位按字母排序为： 

 

Fiona，G.W.，twj，季倩芸，wb，比尔.盖浇饭，陈竹，王琛莹，法官 allen，法律文氓（叶

子祥），何玲，刘宏博，李枚，苏红娟，郑莹，魏观军，文芳，无幽思语，吴恒，小可，杨

得德，杨祎，张强，张玉龙，赵悦 

4.2 第二期：查漏补缺 

交叉检索第一期的数据库与各门户网站以及新闻类网站的“食品”或“健康”专题，拾遗未

收录的新闻。 

 

我们对照了搜狐、新华社、人民网、南方网等的食品专题，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专题收录的

新闻数量不多，且时间跨度也很短，通常是最近一个月或者一年的。而中国新闻网、网易、

腾讯等甚至还没有食品安全专题。让人意外的是百度，居然也开设了专题，令人刮目相看。

当然，其制作比较粗糙，点击“最新消息”显示的只是在“百度新闻”中以“食品安全”为

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不知道显示结果有没有竞价排名。数据质量较高的是食品伙伴网的“食

品安全”版块，这是第二期统计的主要参考来源。 

 

第二期工作历时 7 天（5.21-5.27），参与者共 11 人： 

 

郑莹，王琛莹，文芳，比尔.盖浇饭，张玉龙，赵悦，季倩芸，刘宏博，魏观军 

，法官 allen，杨祎 

4.3 第三期：标准化 

前两期工作中提取关键词是各自为政的，为了统一标准，第三期工作则是将前两期的成果进

行标准化。经过讨论及试验，并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我们将有害食品分

为了造假 过期 添加剂 混有异物 包装材料 无证经营 产品不合格 检疫不合格 卫生不达

标 其他 10 种。因为经验不够，加之并非法律、食品安全的专业人士，这一分类不是十分科

学，但至少是一种尝试。 

 

第三期工作历时 9 天（5.27-6.4），参与者共 8 人： 

 

魏观军，刘宏博，王琛莹，季倩芸，张玉龙，苏红娟，李枚，吴恒 

http://www.scio.gov.cn/zcfg/zcfg/200906/t341490.htm
http://news.baidu.com/z/r/rsmt/index.html
http://www.foodmate.net/
http://www.foodmate.net/foodsafe/case/index.html
http://www.foodmate.net/foodsafe/case/index.html
http://www.gov.cn/flfg/2009-02/28/content_1246367.htm


《易粪相食：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调查（2004-2011）》     关注中国食品安全，关注掷出窗外网 www.zccw.info 

 5 / 34 
 

五、 统计结果 

5.1 新闻发表年份分布 

 

图 5-1 新闻数量逐年分布 

 

图 5-1 反映了《资料库》中的新闻发表年份分布，其趋势与常识不符——并不是递增的，我

也倾向于认为食品安全的曝光新闻应该是越来越多，因此我认为本次调查的逐年数据不适合

纵向比较。也就是说，不宜通过新闻数量推出每年的食品安全危机程度。 

5.2 新闻发表月份分布 

  

图 5-2 新闻数量逐月分布 

 

图 5-2 反映了《资料库》中的新闻发表月份分布，基本可视为平均分布。由此可知，虽然图

5-1 表明年与年之间的比较存在系统选择性偏差，但图 5-2 表明，年内的相互比较是可行的。

即并非绝对值的比较，而是相对值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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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新闻来源分布 

 

图 5-3 新闻来源分布（纸媒） 

 

图 5-3 反映了《资料库》中的新闻来源分布。“其他”项是指比例在 1%及以下的媒体，足见

本次调查所涉及的媒体数之多。排名前三的是新华网、京华时报和北京晚报。 

 

 
图 5-4 新闻来源分布（网媒） 

 

图 5-4 反映了《资料库》中的新闻的网络来源分布，排名前三的是新浪，新华网和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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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各地区新闻曝光数量及排名 

 
图 5-5 新闻曝光数量总计排名（2004-2011） 

 

图 5-5 反映了 2004-2011 年间，各地区食品安全曝光新闻总量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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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逐年形势图 

如前所述，年与年之间的数量变化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这可能是资料系统选择性偏差

导致的，然而一年之内，各地区新闻曝光的数量却是可以作为该年度该地区的食品安全危机

程度。鉴于此，将每年各地区的新闻曝光数除以该年全国的总数，计算出其比率，如表 5-1

所示： 

 

表 5-1 各地区新闻曝光数量占该年全国总数的比例 

地区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总计 

北京 29% 39% 28% 17% 10% 12% 14% 10% 20% 

广东 9% 8% 16% 15% 24% 15% 9% 12% 13% 

山东 3% 2% 5% 5% 6% 5% 12% 18% 9% 

浙江 3% 6% 7% 5% 2% 9% 6% 4% 5% 

上海 9% 6% 7% 4% 5% 7% 5% 4% 5% 

江苏 0% 5% 3% 5% 4% 7% 5% 5% 5% 

重庆 0% 0% 1% 3% 6% 5% 3% 10% 4% 

湖北 0% 2% 4% 4% 7% 5% 8% 4% 4% 

四川 18% 3% 1% 4% 6% 4% 0% 2% 3% 

辽宁 3% 3% 2% 1% 3% 2% 2% 5% 3% 

陕西 3% 2% 2% 4% 2% 3% 3% 3% 3% 

湖南 0% 2% 3% 1% 1% 5% 5% 3% 3% 

福建 3% 6% 1% 3% 2% 1% 1% 3% 3% 

河南 3% 3% 1% 3% 0% 7% 4% 1% 2% 

河北 9% 2% 2% 2% 2% 1% 4% 1% 2% 

香港 0% 2% 3% 3% 2% 1% 5% 0% 2% 

安徽 3% 0% 0% 4% 2% 1% 4% 2% 2% 

江西 0% 2% 3% 3% 2% 1% 1% 2% 2% 

海南 0% 1% 1% 0% 1% 2% 2% 2% 1% 

黑龙江 3% 1% 1% 2% 2% 3% 0% 1% 1% 

天津 0% 2% 3% 1% 0% 1% 2% 1% 1% 

云南 0% 0% 0% 3% 2% 1% 2% 1% 1% 

广西 0% 1% 1% 1% 1% 1% 0% 2% 1% 

贵州 3% 0% 1% 0% 2% 1% 0% 1% 1% 

甘肃 0% 0% 0% 1% 3% 1% 1% 1% 1% 

吉林 0% 1% 1% 1% 2% 0% 5% 0% 1% 

山西 0% 1% 1% 1% 1% 0% 1% 0% 1% 

新疆 0% 0% 0% 0% 1% 0% 0% 0% 0% 

宁夏 0% 0% 0% 0% 0% 0% 0% 0% 0% 

青海 0% 0% 0% 0% 1% 0% 0% 0% 0% 

内蒙古 0% 0% 0% 0% 0% 1% 0% 0% 0% 

西藏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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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2 可得图 5-6，每年各地区食品安全新闻曝光率： 

 

 
图 5-6 各地区食品安全新闻曝光率（2004-2011） 

 

统计表 5-1 中每年新闻曝光量占全国比例最大的三个地区可得表 5-2： 

 

表 5-2 各年新闻曝光数量全国“前三强” 

  1 2 3 

2011 山东 广东 重庆 

2010 北京 山东 广东 

2009 广东 北京 浙江 

2008 广东 北京 湖北 

2007 北京 广东 浙江 

2006 北京 广东 上海 

2005 北京 广东 上海 

2004 北京 四川 广东 

 

根据表 5-2 可知各地区 2004-2011 年间曝光数量在全国排名前三的上榜率，如图 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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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新闻曝光数量全国“前三强”上榜率 

 

将表 5-1 的各地区新闻曝光数量占该年全国总数的比例为替代指标，可以反映出该年度各地

区食品安全危机严重程度。利用 MapInfo 的专题地图功能可作出形势分布图，数据分段选

择“Natural Break”方法，如图 5-8 所示： 

 

 

图 5-8 分段方法 

 

下面是基于 GIS 的中国逐年食品安全形势图，其中蓝色代表安全，红色代表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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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特点总结 

在阅读了近千篇不断挑战道德底线又体现国人智慧的新闻后，我对中国食品安全忧心忡忡，

且愈来愈忡忡。以我孔见，近 10 年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6.1 涉及面特别广 

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动力。对于无良商人而言，要增加利润，会一方面以次充好，一方面

扩大销量。以次充好就无可避免的添加或使用对人体有害的原料；扩大销量就会波及更多的

消费人群，产生更多的受害者。食品生产者是有祖国的，但有毒食品是没有国界的，更何况

我们是在一个国家内。因此即使你身处上海，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广州距你千里之外，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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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觉得与你毫不相关。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的自由流通加之市场经济，使得作为消费

者的我们“被”串成一根绳上的蚂蚱，身处这头的我们永远不该为身处那头的我们所受的苦

难幸灾乐祸。“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现在才知道这句话其实是写实而非写意： 

 

《广州两影院爆米花桶含荧光增白剂 食用致癌》（《新快报》2011.4.25） 

《爆米花桶含荧光增白剂 麦凯乐华臣影城的不合格》（青岛大众网 2011.4.27） 

《上海查封 10万问题爆米花桶 长期食用将会致癌》（《广州日报》2011.5.6） 

《爆米花桶被爆使用违禁材料 温州一企业涉嫌生产》（《钱江晚报》2011.5.12） 

【注：本调查报告中所引用的所有新闻均附有超链接，可点击访问原文】 

 

爆米花桶的问题给我的震撼很大，不仅在于它涉及的地域，更在于它针对的人群。90 元一

张的电影票并不是一个城市里所有的阶层都承担得起或愿意承担的，能够选择以影院观影为

休闲方式的，至少是工薪阶层或以上。而此前，我总是把有毒食品与廉价、低档联系在一起，

觉得只要有了高收入，就能将有毒食品拒之门外。这样的想法，很傻很天真，富人也得喝水

吧： 

 

《鲜榨饮料多为色素香精勾兑 过量食用或致癌》 

《“黑心 PC塑料桶”影响水质安全》 

《净水器使用 3个月后长出青苔 市民饮用后腹泻》 

 

即使你是白领、金领，日进斗金，可以以进口食品度日，但总不至于喝的水都是进口的吧，

况且即使是进口的，就一定是安全的么？ 

 

 《因致癌物二恶英超标 暂停进口欧洲三国猪产品》 

《雀巢奶粉又曝碘超标 昆明紧急下柜成长 1+奶粉》 

《哈根达斯产自黑作坊》 

《质检总局：部分依云矿泉水被检出亚硝酸盐超标》 

《外资品牌频曝质量问题 依云百事上进口产品黑名单》 

 

连高收入阶层都会受到影响，何况弱势群体。小学生自制力差，且涉世不深，成为被有毒食

品“重点关照”的对象： 

 

 《小学生难拒校门口美食 成“廉价食品”消费大军》 

 《添加剂商店出售可乐配方 饮料多流向学校周边》 

 《泰州小学生吃学校零食连续拉肚子家长呼吁监管》 

 《陕西榆林 251名小学生因喝蒙牛学生奶集体中毒》 

《温州黑作坊制售染色馒头 万余馒头流入校园》 

 

当然，大学生也别高兴的太早，且看《广州私宰点病死猪肉专供大学等机关食堂》。我比较

不幸，本科、硕士时都曾在学校食堂食物中毒过，所幸及时就医未酿成大祸。而以我数年来

在珞珈山水及日月光华上所见，这恐非个例。只是食物中毒的报警需同时有 5 个病例，集齐

5 个，才能召唤出 110，实现愿望。但找到其余 4 人比较困难，于是我只能自认为是体质较

差，遂作罢。当然，也不是找到同时中毒的人越多越好，因为有可能得到这样的解释：《蒙

牛称榆林 200 多名学生不适症状是“癔症”发作》。说到“食物中毒”，顺带说一句，本

http://news.sina.com.cn/h/news/2011-04-25/080722352059.shtml
http://qingdao.dzwww.com/daocheng/jzdc/201104/t20110427_6318992.htm
http://www.chinanews.com/jk/2011/05-06/3020306.shtml
http://shipin.people.com.cn/GB/14616089.html
http://news.sina.com.cn/h/news/2011-04-27/104022366958.shtml
http://www.stdaily.com/kjrb/content/2011-03/24/content_288114.htm
http://news.qq.com/a/20110312/000199.htm
http://finance.sina.com.cn/xiaofei/consume/20060209/13182329371.shtml
http://news.yntv.cn/category/10103/2005/06/24/2005-06-24_248803_10103.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nz/hzfchgds/index.s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14161353.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consume/puguangtai/20110322/08169571338.shtml
http://news.163.com/11/0317/17/6VC6D7A700014JB6.html
http://www.oeeee.com/a/20110317/975949.html
http://www.cnyf.gov.cn/item/aab6bf29-7d1c-4d5c-a4e0-d131d930e33f.aspx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4/23/c_121338767.htm
http://news.sina.com.cn/h/news/2011-04-18/101522312000.shtml
http://news.sina.com.cn/c/h/2006-12-13/0549117736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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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统计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条是：《西安一餐厅一桌饭撂倒 7 记者 店长称老板有背景》，这

得有多大背景才敢毒记者啊。 

 

总而言之，有毒食品的涉及面特别广，一言以蔽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受黑心

食品之害。 

6.2 手段特别狡猾 

读罢近 2000 篇新闻后，不得不感叹，奸商们的创意和胆识远远的超过了我的道德底线和想

象力。我自小读郑渊洁《童话大王》长大，因此虽惨受数十年应试教育之荼毒，但好奇心和

想象力一直保留下来，但当我读到奸商们的所作所为时，用一句小学生作文的必杀句，那就

是“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至于我一度认为之所以我们国家缺少童话作家，是因

为他们都去做实业了，而且大部分从事了食品制造业： 

 

《假鸡蛋造型逼真消费者谨防上当》 

《江苏现伪造银鱼手一捏就碎 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记者揭秘蜂蜜造假伎俩 一根曲别针辨真伪》 

《多地市场现牛肉膏 可将其它肉类加工成假牛肉》 

《超市售货员称虾丸无虾蟹棒无蟹 多为仿生品(图)》 

 

人造的鸡蛋，塑料造的银鱼，糖水变的蜂蜜，猪肉变的牛肉„„有没有觉得自己生活在童话

世界里？不是看到新闻报道，我真不会相信自己吃了近半年的牛肉居然是猪肉。如果一个小

孩从小吃假牛肉长大，有一天他吃到真牛肉时一定会觉得味道很奇怪，这将是多么讽刺的一

幕。并不是所有的食品都能被偷天换日，于是奸商们退而求其次，瞒天过海： 

 

 《商贩用双氧水泡牛百叶以改善卖相 每日售出 50斤》 

 《黑作坊用农药浸泡腐烂猪肉腌制腊肉》 

 《商贩用工业烧碱泡毛肚 批发给当地火锅店》 

 《低价海藻染色冒充紫菜卖 食用过量损伤肾脏肝脏》 

 《北京市民买黑豆疑被染色 泡豆水像墨汁》 

 《打工仔爆烤肉摊黑幕:用羊尿泡病死猫肉当羊肉卖》 

 

谁说我们的教育只能培养出高分低能的学生，你看这些奸商们的创意以及执行力，完全就是

冲着诺贝尔化学奖去的。我由此得出了个未经证实但颇以为然的推论：但凡碰到色、香、味

俱全且便宜的食品，多半是有问题的，少吃为妙。当然也并不意味着价格高就能说明质量高，

只是说物“美”价廉的食品风险更大，卖相好不一定是真的好。 

 

各种造假中，最让我震惊还是这篇《摊主揭麻辣串内幕：部分商贩在汤里加止泻药》，这种

行为，我只能用丧心病狂来形容了。小时候闯祸后被父母教训时，总希望能练就神功，刀枪

不入，或者是俗称的“皮厚”，这样被打时就不疼了，因此挺羡慕那些天生感觉不到疼痛的

人（SCN9A 基因突变者）。后来才想明白，疼痛是造物主的恩赐，用以警告我们远离更大的

危险。因为有疼痛，所以碰到火焰时手会自动后缩，如果感觉不到疼，就会傻乎乎的看着手

不知不觉的变成了火把，一如《大话西游》的菩提老祖。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吃了不干净的

食物，人体本身的生理反应是拉肚子，虽然难受，但可以此提醒我们尽早就医；但无良的麻

http://news.cnwest.com/content/2011-02/17/content_4135372.htm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dzh/2011-05-26/content_2731403.html
http://health.sohu.com/20110511/n307224145.shtml
http://news.ycwb.com/2011-04/28/content_3419869.htm
http://news.sina.com.cn/h/news/p/2011-04-27/102822366859.shtml
http://cq.qq.com/a/20110401/000014.htm
http://news.online.sh.cn/news/gb/content/2011-03/07/content_4433558.htm
http://news.sina.com.cn/h/news/2011-04-21/091822332357.shtml
http://news.sina.com.cn/s/2010-03-08/034219811757.shtml
http://news.sina.com.cn/s/2011-02-27/2349220235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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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烫店主居然能想到在底料里加止泻药，这样即使吃的不干净，即使有毒，只要毒量不是大

到让人立扑，我们就察觉不到。一次两次还好，长此以往呢。毒在体内聚集，终有一天，量

变引起质变，那个时候，恐怕回天乏术了。 

 

纵观黑心食品的生产思路，可谓中国人是聪明，只是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  

6.3 危害特别巨大 

如果所有的造假食品都如同假蜂蜜一般：以糖水假冒蜂蜜，那也就罢了，顶多是多花了几个

冤枉钱，吃下去对身体并无大碍。但问题在于，对于其它大多数食品而言，要想假冒得逼真，

掺的添加物多半对人体有害，长期食用，恐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书上一直说，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以前，我老以为这是一种修辞，现在，我才知道这是写

实。《史记》云“神農氏作蠟祭，以赭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而江湖传闻“由于神

农氏服太多种毒药，积毒太深，终于身亡”。每次读到此句，总是一阵心寒，觉得这似乎是

预言什么的。作为神农氏的后人，我们继承着其遍尝百草的精神，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且

看： 

 

 《香港抽检发现多款鱿鱼丝含有砒霜》 

《饭店抽检乱相曝光：调料瓶里混杂敌敌畏》 

《猪血添甲醛还用工业盐 胶南一加工黑窝点被端》 

《莱西产花生油检测结果惊人 酸值直逼硫酸》 

《商贩用兽药激素催出 30厘米化学豆芽》 

 

情何以堪啊，这是在计划打造一支百毒不侵的生化部队以迎接 2012 么？无力吐槽。这

些毒物名称家喻户晓，让人闻之丧胆，无良厂商也敢肆无忌惮的添加，那更不用说那些

不为人知的了： 

 

 《商家用化工原料将黄豆染成青豆 日批发 1-2万斤》 

《重庆黑作坊毒馒头滥用甜蜜素 蒸具放在便槽上》 

《揭秘街头“鲜榨果汁”真相：添加剂勾兑而成》 

《小学生实验发现市售奶茶中珍珠疑添加塑料》 

《揭秘地下矿泉水加工点：厕所里运出“山泉”》 

 

这样吃下去，肯定会出事。食用有毒食品而死的国人不能说是因为他们的抵抗力太弱，

只能说他们的抵抗力不够强大。换个西方人来的话，保准是吃一个倒一个，吃两个倒一

双： 

 

《果冻噎死三岁男童 标准产品存在安全隐患》 

《一岁女童食路边摊所售炸鸡亚硝酸盐中毒死亡》 

 《江西上饶 20余人吃含钡咸蛋中毒两人死亡》 

 《甘肃康乐县发生食用毒豌豆致死事件 4人死亡》 

 《广州两宗毒酒案 8人死亡 其中 4例确为甲醇中毒》 

 

http://news.sina.com.cn/c/h/2007-04-18/013912802497.shtml
http://news.sina.com.cn/h/news/2011-05-05/095122409715.shtml
http://www.anhuinews.com/zhuyeguanli/system/2011/03/28/003883068.shtml
http://news.bandao.cn/news_html/201104/20110401/news_20110401_1200189.shtml
http://health.sina.com.cn/news/p/2011-05-12/133522452164.shtml
http://news.sohu.com/20110310/n279742285.shtml
http://news.sina.com.cn/h/news/2011-05-07/130722422749.shtml
http://news.qq.com/a/20110329/000226.htm
http://news.sina.com.cn/h/news/2011-04-20/094522325629.shtml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3901434.html
http://news.sina.com.cn/s/h/2006-12-13/111611778328.shtml
http://news.sina.com.cn/h/news/2011-04-25/080022352011.shtml
http://news.sina.com.cn/c/h/2006-06-26/042210250892.shtml
http://www.runsky.com/homepage/n/china/n/userobject1ai596472.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5/15/content_1471154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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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食致死的记录都有，那食物中毒的就不胜枚举了。除了食品本身的问题，餐具、包装也让

人防不胜防： 

 

《我国一次性餐具近半不合格 餐盒等问题尤为严重》 

《西安地区三无餐巾纸泛滥 专家建议自带手帕》 

 《漂亮餐具：不容忽视的“隐形杀手”》 

 《瓷质餐具含有害重金属 长期盛醋可致免疫力下降》 

 《北京 6家餐馆餐具卫生合格率为零 已立案查处》 

 

此外，食品生产环节也挺不靠谱，这就意味着也许有一天，你可能会面临如下神奇的一幕： 

 

 《双汇润口香甜王火腿肠被曝吃出玻璃渣》 

 《面包包装袋中现被用过卫生纸 厂方称愿十倍赔偿》 

 《袋装饺子内现 10 余厘米长生锈小刀》 

 《蛋黄派中吃出个螺丝帽 晋江工商部门已介入调查》 

《火锅里吃出创可贴 店方称可放心食用》 

 《消费者状告麦当劳汉堡里吃出骨头扎伤牙齿》 

 

长期食用有毒食物或使用有毒餐具，会引发慢性病或者导致癌症什么的，我不是专家就不危

言耸听了，各位有心可以自行去查证。简言之，不会有好结果的。而在我看来，其中最不可

饶恕的当属奶粉掺三聚氰胺以及塑化剂，因为它们不止毒害当代人，更把黑手伸向了下一代。

我们的下一代尚在襁褓之中，还年轻，来日方长，他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崛起

于世界的那一天。可惜了。 

 

6.4 查处特别困难 

当下是食品安全的乱世之秋，治乱世当用重典，然而现实是一方面对违规企业的惩罚手段过

于温柔；另一方面，造假的利益驱动特别大，在这种背景下要根治食品安全问题相当困难。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逐利是其基因，追求利益最大化本没错，但不能以违法或伤害消费者利

益为代价。然而这些食品制造商记住的往往是马克思的这么一句话： 

 

“ 

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应当的利润，资

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 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

来；有 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 

 

以假牛肉为例，“目前市场上猪腿肉的价格为 12 元/斤左右，牛肉价格为 19 元/斤左右”，“如

用猪肉做原料，添加牛肉香膏煮 100 斤„牛肉‟的成本为 1212 元左右；而用 100 斤牛肉煮成

熟肉的成本为 1900 元左右，二者成本悬殊近 700 元 ”，利润超过 50%；而以假鸡蛋为例，

“每只人造蛋的成本仅为 0.1～0.15 元。但目前市面上的每只真鸡蛋的零售价则约 0.6 元”，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0706/19/t20070619_11812846.shtml
http://news.sina.com.cn/h/news/2011-02-18/075221974576.shtml
http://news.sohu.com/20060602/n243542550.shtml
http://health.sohu.com/20110218/n303318738.shtml
http://news.sina.com.cn/h/2007-07-05/014713376693.shtml
http://business.sohu.com/20110602/n309166502.shtml
http://news.sina.com.cn/s/2011-03-02/154722040417.shtml
http://news.ifeng.com/society/2/detail_2011_02/14/4662583_0.shtml
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1/03/15/9767643.html
http://news.sina.com.cn/h/2010-03-12/095419849174.shtml
http://www.jfdaily.com/a/20154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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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超过了 600%。鉴于此，如果读懂了马克思的话，就不要天真的去期望食品生产商流着

“道德的血液”。 

 

为何同样是逐利，欧美的食品生产企业却鲜有如此以身试法者呢，这当与他们有重典且用重

典有关。可参考《一杯价值百万美元的咖啡》，该文回顾并分析了美国老太被麦当劳咖啡烫

伤一案，当时陪审团判定麦当劳应偿付原告 270 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这是一个极具美

国特色的判决。文中有这么一段介绍： 

 

“ 

陪审团的判决涉及欧美国家民事案中常见的“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这是

一种赔偿数额大大超过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其目的是以铁腕严惩侵权和违法者，杀

一儆百，以儆效尤！使那些恶意侵权、欺诈造假或负有产品责任的公司企业不寒而栗，

闻风丧胆，谈虎色变，永不敢犯。依照美国法律，只要被告存在“欺诈的”、“轻率的”、

“恶意的”、“任意的”、“恶劣的”、“后果严重的”侵权或责任行为，即可适用此项法规。 

” 

 

而设立“惩罚性赔偿”的意义在于： 

 

“ 

在这起咖啡烫伤案中，原告及其家人遭受的实际经济损失，满打满算只有两万美元左右。

由此，在十六万美元的“补偿性赔偿”（Compensatory Damages）中，其中十四万美元

可视为对原告的精神伤害补偿。如果司法裁决到此为止，像麦当劳这样的大公司，腰缠

万贯，富可敌国，十余万美元的民事赔偿，只相当于全年销售收入的沧海一粟，九牛一

毛，可谓不痛不痒，无关宏旨，根本不值得捶胸顿足，哭爹喊娘，死去活来，痛不欲生。 

” 

 

然而反观三聚氰胺事件，关于这事吧，我不好说太细，我最喜欢的艺人梁咏琪在其新浪微博

（点这）上有过这么一句感叹： 

 

“ 

内地有内地的规矩...好，我删！但不公平的事还是不想再看到...尤其发生在平民百姓

身上。@梁咏琪（2010-3-31 13:02） 

” 

 

懂的懂，不懂的去问懂的。我想，GIGI 的这句话也算是说出了根本的原因吧：美国有美国

的规矩，我们有我们的规矩。 

 

但即便在国内食品安全出事了厂家不会有多巨额的赔款，也仍有一些死不认帐强词夺理

让人哭笑不得的，且看： 

 

《张二嘎牌瓜子接连嗑出虫 厂方称有虫才是绿色食品》 

《京鼎熟食红肠现“蟑螂壳” 店长称“吃得太仔细”》 

《沙琪玛中惊现铁螺丝帽 商家答复：消过毒可以吃》 

 

http://www.chinathink.net/Aindex/documents/200705/8917.shtml
http://weibo.com/gigileungwingkei
http://weibo.com/1686326292/3f4d0reEye
http://finance.ifeng.com/news/bgt/20110310/3619684.shtml
http://news.bandao.cn/news_html/201105/20110510/news_20110510_1289407.shtml
http://shipin.people.com.cn/GB/89886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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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出于商人本性，黑心食品不可避免，那有什么防范措施可以降低其危害或者将其杜绝

之呢？专家很好心，他们总结出“七招辨别真假鸡蛋”，《猪肉变牛肉有“膏”招 支招教您

识别真假牛肉》，《如何识别真假蜂蜜》，„„，有关部门同样推出了《节前购买食品要“八

看八注意”》等防骗教材教育消费者。起初我很感动，甚至决定拿个小本把这些“小诀窍”

都记下来，下次上街买东西时，一一对照。 

 

但事后越想越不对劲。他们的意思不就是“消费者自己要提高防范意识”么，现在每次听到

专家或相关部门的这种论调，我总是气不打一处来，仿佛买了黑心食品是消费者不够精明的

原因，这样的责任转嫁我并不认同。我只是想买个东西吃，又不是打算考食品安全的研究生，

记这七大招八大注意干嘛；再说了，不是还有监管部门么。可是，且看以下新闻： 

 

《市民称 90元买羊肉疑似有假 欲检测需花 2千元》 

《食品抽检乱相曝光：猪肉检测员不认识旋毛虫》 

《一块“伪牛排”难倒六个部门？》 

《4 个大盖帽管不了 1 棵豆芽菜》（《人民日报》，2011.4.27） 

 

其中颇引人注意的是《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如此犀利的标题倒似《南方周末》了，该文

一针见血的点出食品安全问题屡出的原因所在： 

 

“ 

多头监管往往是有利抢着管无利都不管。 

” 

 

果然还是党报敢讲真话啊。 

七、 局限性分析 

7.1 见仁见智 

关于本次调查的思路。更多的媒体曝光到底是意味着该地的食品安全问题更严重，还是意味

着该地的监管更有力？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一如某地的贪官被查处了许多，但对此事实

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该地反腐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卓有成效；一是该地的纪

律监管部门失职，早干嘛去了。虽态度截然相反，但都能自圆其说。在此，笔者认为其所反

映的是食品安全的严重程度，当然，如果你乐意，完全可以将本统计结果看成是各地质检部

门工作成果展示，换个标题即可。  

 

此外，也许有人会问，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出点事情，不是很正常么？为什么要把目光

集中在阴暗面上呢？非也非也，固然中国地大人多，但管事的人同样也多啊；再说了，收税

的时候怎么没听嫌弃人多呢；再说了，嫌人多不好管别管啊，“怕热别进厨房”，自然有不嫌

多的人。至于为什么要盯着阴暗面？我想自己作为有毒食品的受害者，总有权知道自己还莫

名其妙的中过什么招吧。我也想盯着光明面啊，我特别想，我还想生活在《新闻联播》里呢。 

http://www.szgsj.gov.cn/E_ReadNews.asp?NewsID=1122
http://www.szgsj.gov.cn/E_ReadNews.asp?NewsID=1122
http://news.bandao.cn/news_html/201103/20110316/news_20110316_1164494.shtml
http://news.sina.com.cn/h/news/2011-04-14/100622291576.shtml
http://cq.people.com.cn/news/2011310/2011310104743.htm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27/c_1213514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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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资料来源 

利用有限的新闻报道的数量多少来反映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程度是否可行？我看行，理由有

三。 

7.2.1 样本量 

根据常识，以集合论的观点来看，以下几个集合：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状况、媒体揭露的食品

安全问题、登载于网络的媒体报道、本调查搜集的网络报道，均是后者真包含于前者。如图

7-1 所示： 

 

 

图 7-1 本次调查样本范围维恩图 

 

必须承认，本调查所制作并使用的资料库在数量上远少于实际情况，这与我们的时间精力有

限有关。但并不是说其结果就不能反映现实了，根据统计学的观点，鉴于本调查所使用资料

的数量、时间跨度以及质量，可视其为一次抽样比很高的非随机抽样，第二期工作的结果也

表明该抽样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而且就算本次调查制作的资料库揭示的只是冰山一角，但这

一角已经足够吓人，足够说明问题了，这一角反映的问题是如此的严峻，也许只有五角才会

对此无动于衷。 

 

如有意获得更完备的资料和更精确的结论，建议采取的方法是，遍历所考察时段的各主流媒

体的所有食品安全的相关报道，做一个完整的数据库。但那个工作量不是个人能完成的了的，

应该申请个项目神马的。 

7.2.2 可靠性 

如果从专业性上考虑，也许质检部门的工作报告更具说服力，但一方面各地质检部门的政务

透明程度不一，许多报告不容易在网上获取；另一方面其报告的可用性比较差，多是工作总

中国食品 

安全问题状况 

媒体揭露的 

食品安全问题 

登载于网络的 

媒体报道 

本调查 

搜集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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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缺乏数据，且不方便横向比较。来自行业内的报告也许更可靠，但同样难以获取。 

 

最容易获取的无疑是新闻报道，其反映食品安全问题的权威性虽不如质检部门，但如果我们

相信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及操守的话，默认其报道并非给竞争对手抹黑的软文，且发表

前有咨询过专家，那么这些报道是可靠的，可以反映现状。如果同一事件有过多篇不同的报

道，在本次调查中是会累加的，但这并不会造成数据重复，相反可以理解为该事件被赋予了

更高的权值。 

7.2.3 可行性 

考虑到新闻报道的可靠性及其易获取性等特点，可以认为其作为反映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程

度的指标是可行的。固然此一资料源不是最完美、最权威的，但的确难以找到其它更全面、

更高效的了。 

 

如同历史学一样，我们永远没法还原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什么都不做。我们可以

通过有限的史料和符合逻辑与常识的推理，寻找争议最少的可能以达成共识，最大限度的逼

近史实。得出的结论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应该是最不差的。 

 

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某地被大量曝光食品安全问题，则至少说明两点：一、该地区的食品安

全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二、该地受到的舆论监督比较严格；而当某地鲜有关于食品安全的新

闻报道时，则需要注意，并不能直接得出该地区就更安全的结论，也许问题存在，但没有被

曝光。这种误差是把新闻报道的数量作为实际情况的替代指标这一方法的阿克琉斯之踵。但

我的确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此外，出于时间、精力以及专业性的考虑，本次调查不为所

搜集的新闻的准确性与真实性背书，但会保证其来源的正规性。 

7.3 主观标准 

为了方便统计，我们将所有的有害食品的有害原因做了分类，并提取了每篇新闻的关键词，

其中分类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即使我们制定了标准，尽力将其统一以减少分歧，同时，关键

词的提取标准也因人而异，虽然在第三期工作中有过专人进行统一，但仍难免出现偏差。不

过理论上讲，这种因为人为原因产生的偏差在最后数据统计时可以一定程度的相互抵消，对

结论的准确性影响不大。 

 

而在筛选新闻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如笔者认为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未经证实，或

即使可能有，其危害也并非“迫在眉睫”（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尤其是相比于“地

沟油”、“三聚氰胺”而言，因此在有毒食品新闻的搜集中，将其排除在外。由此可能产生的

偏差需读者明鉴。 

7.4 以偏概全 

为便于统计与展示，资料库中的新闻其反映食品安全问题的事发地，全部设为一级行政区，

即“省”或“直辖市”或“特别行政区”等。这类似于连坐制，比如一起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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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海，统计时则注明为广东——默认广东省的其他地区也在此有毒食品的威胁之下。如此

设置的原因在于，我们相信在利益的驱动下，有毒食品是有脚的，是会扩散的。如果在这个

省的某个城市发现其踪迹，我们有理由相信该省的防线已被突破，此食品极可能波及到其他

地区。关于这一推论有大量的新闻可作为佐证。 

7.5 数据残缺 

因为时间精力所限，本调查报告资料库中部分新闻的纸质来源或网络来源、发布时间等关键

词可能没有提取完全，另外，鉴于我在最后汇总编辑时操作失误的可能性，“在线资料库”

中新闻的标题可能与超链接不符，具体请直接在各搜索引擎查询标题。这一失误与网站技术

无关，请见谅。 

八、 志愿者 

8.1 网络一代 

搜集、整理数据是一件繁琐、枯燥且极其耗时的工作。起初我试图自己一个人来做，但很快

发现这样既没有效率，也很容易烦躁，很可能会就此不了了之。想起“众人拾柴火焰高”的

古训，再想到“六度分离”，于是我计划通过人人网、微博来寻找志同道合者。 

 

本次调查，除我以外，参与数据搜集整理工作的共有 33 人，参与网站制作的有 1 人，这 34

人中只有 5 人与我在现实世界中有过面对面的交往，而且他们全部是通过网络获知这次调查

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只会发生在互联网时代的故事。 

 

每个人的公益心和时间是有限的，但互联网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可以把这些聚集起来，积少成

多，完成一个人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完成的事情，再反过来影响现实世界。 

 

谢谢你们，你们让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你们，我对世界可以变得更美好更有信心。 

 

搜集整理工作结束时，我在志愿者中做了个问卷调查，其结果如下。此外，志愿者们的感想

在附录中。 

8.2 参与统计的人数 

 

file:///E:/尝试/09掷出窗外/易粪相食/wuheng.renren.com
file:///E:/尝试/09掷出窗外/易粪相食/weibo.com/iwuheng


《易粪相食：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调查（2004-2011）》     关注中国食品安全，关注掷出窗外网 www.zccw.info 

 22 / 34 
 

 

35 人中有 25 人回复了调查问卷。 

8.3 性别比 

 
 

其中男生 12 人，女生 13 人。 

8.4 年龄结构 

 

 

出生于 1980-1984 年间的有 2 人，1985-1989 年间的有 20 人，1990-1995 年间的有 3 人。

主力军是 80 后我不奇怪，但有近一成的是 90 后的小朋友让我受宠若惊，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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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身份 

 

 

参与的主体是本科生和研究生，这点不意外。有 8 人是已经工作的人士，谢谢你们抽空参

与。什么，还有一个高中生，还是高三的？！兄弟，可别耽误您高考了啊。 

8.6 所在地 

 
 

这是一张充满了互联网时代印记的统计图。因为之前我们一直是用邮件联系，所以其实我也

是直到最后收到调查问卷的回复时才知道还有留学生的参与。我人在上海，上海一共有 9

人参与，但其实我们也没有因此而见面，至于外地的更是如此。但互联网和共同的理想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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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凝聚在一起了，这种感觉，真好。我得给你们每人寄一张明信片表示纪念。 

九、 目标人群 

本调查报告开篇有一个目标人群列表，这次调查就是为了这些人而做的。这些人包括我自己，

也包括我的许多朋友。你们是我完成此篇调查报告的动力所在，我觉得你们有必要了解当下

的食品安全现状。 

 

让我好奇的是，食品安全是一个几乎与所有人都有关的问题，但相反获得的关注却很少。本

调查报告所使用的全部资料均来自墙内，且均为中国正规媒体的正式报道，出处都是根红苗

正的，用 Google 很容易搜索到，即使用的是百度也可以搜到。但大家为什么不怎么关注呢，

对此我的理解是，那是因为大家一直被温水煮着：今天看到这里冒一个“假鸡蛋”的新闻，

明天看到那里冒一个“假牛肉”的新闻，早已见多识广，见怪不怪了，不像德国，一根黄瓜

就可以扫倒几个州。鉴于此，本次调查得出的资料库以及对其的分析，在我看来就是“亲，

包邮哦”，“亲，送货上门了哦”，就是往锅里浇一瓢沸水。皮厚的也许仍无所谓，但若能浇

醒几个皮薄的，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被煮着，于是尝试着蹦跶到锅外，或者尝试着把火关小，

那就不算白忙活这一场了。 

 

除了这些被一直煮着的人，我身边还有不少准备考 T 考 G 的朋友，我相信本调查报告的数

据及结论的励志效果一点不差于那些励志书、成功学什么的。背单词背到想放弃，写文书写

到想放弃，那就过来读读这篇调查报告吧。你懂的。 

 

我身边也有不少在国外求学，毕业后琢磨着是留下还是回来的同学。如果你决定回来，当然

欢迎，中国需要你们，欢迎带着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以及国际视野，回来建设祖国。但这些同

学可能长期生活在国外，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他们回国后的职业前景我没有发言权，但不

管他们从事何种职业，饭总是要吃的，因此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为他们写一份国内的食品安全

现状报告，以资参考。资料有限，加之学识浅薄，可能结论什么的或有时而可商，见谅。 

 

那些来中国短期旅行的人，也有必要阅读本报告。这里有一个可怜的德国人： 

 

《奥恰洛夫称禁药因中国肉类问题 波尔出言力挺》（2010.9.26） 

《奥恰洛夫药检仍阳性 面临禁赛恐无缘伦敦奥运》（2010.10.1） 

《奥恰洛夫：再来中国不敢吃肉了》（2010.10.21） 

 

相比而言，法国人就聪明了很多： 

 

《法国运动员来华禁吃肉 瘦肉精阴云笼罩国内体坛》（2011.4.20）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在对比过不同国家的状况后，我特别希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能少一些“中

国特色”，多一些“国际惯例”。人微言轻，好在互联网时代，不管是行为模式还是思维模式

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在网络上，正如笑蜀老师所言，“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能做

的，只是呼吁，呼吁更多的人关注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但我情愿乐观的相信，

关注的人多了，事情就有好转的可能。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意见，可点这留言，也可点这联

系我。 

http://sports.qq.com/a/20100926/001098.htm
http://sports.qq.com/a/20101001/000390.htm
http://www.dfdaily.com/html/158/2010/10/21/528008.shtml
http://www.china.com.cn/sport/txt/2011-04/20/content_22401278.htm
http://www.zccw.info/comments
mailto:adhere112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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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在“易粪相食”，意识到应该把有毒食品“掷出窗外”时，我

们才能离“达尔文奖”越来越远。 

十、 建设性意见 

经过一个月来的调查、统计以及思考，我们所面对的食品安全危机该如何改善？我的建议只

有两条。一条为原创：建议引入惩罚性赔偿，一旦出现严重或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事故，受害

者将能获得食品制造商的巨额赔款——既然他们是出于利益而不择手段，那就让他们因此付

出更大的代价；一条为转载：“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严格追究领导责任”。 

 

罗马不会一天建成，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期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该如何

应对？我很认同 CNN 记者 Eunice Yoon 转述的食品安全专家的意见（原文点这，译言版点

这）：在中国，“要吃的多样化”（diversify），这样就能“轮流中毒”（Rotate your poisons），

避免同一类毒素在体内聚集，不得不说，这不失为一种不得已的好办法。 

 

免责声明 

本调查报告所引用的资料均已注明为引用，引用部分均来自于国内外正规媒体，其中部分注

明了出处，未注明者皆附有超链接，便于查阅，为行文方便故省略之。未注明引用或未署名

的部分，包括图表和文字，皆出自笔者本人，由笔者承担其可能引起的责任，而与其他参与

者无关。 

 

2011.6.12 

 

如果您对本次调查或调查报告有任何建议或意见，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到我： 

 

吴恒 

推特：@iwuheng 

微博：weibo.com/iwuheng 

豆瓣：www.douban.com/people/iwuheng 

博客：blog.sina.com.cn/iwuheng 

人人网：wuheng.renren.com 

Facebook: facebook.com/iwuheng 

MSN：wuheng1219@live.cn 

E-mail：adhere1129@gmail.com 

 

 

http://www.caijing.com.cn/2008-09-20/110014354.html
http://edition.cnn.com/2011/WORLD/asiapcf/05/18/china.food.safety.reporters.notebook/index.html?hpt=C1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63535/19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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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以下引自信件，匿去发件人名称 

 

您好，表格里面我用红色标出的是我不太确定的，或者是找不到的，很抱歉，麻烦予以更正。

附上的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动手做到今天完成后的一小点点小小感想，没有对谋篇消息做出具

体的评论，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很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嗯，好的，我有时间来做这个的，这样吧，还是老规矩，周日晚前交给你好吧@@嘻嘻，就不

用客气啦，不是难事，而且我觉得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件事，是很快乐的:) 

 

感想那块我没有写，好久没有写过文章了，文字表达能力不好，觉得有困难，就不写了，嘻

嘻，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大家 的努力下，食品会越来越安全@@用你的话说，这个世界并不完

美，但值得奋斗！ 

 

以下是参与本次数据统计工作的同学们的感想： 

张玉龙： 

泱泱大国，这些人的良心都跑哪儿去了... 

小可： 

中国好危险 

何玲： 

每次在微博上看到食品又不安全了，就想@给我们的吴队。愈发觉得我们统计出来的东西是

十分有意义的。 

杨得德： 

近十年来，面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不断曝光，反复曝光，无处不在的曝光，没有特供的人们已

经不可思议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公众的麻木，市场的竞争和无人监管，让我对食品安全的走

向失去信心；感谢恒迹大人的努力！ 

苏红娟： 

可以不写的对吧，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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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悦： 

“上海光明乳业发言人龚妍奇表示：“这批牛奶是按照去年的国家办法标注的，因此并不违

规。 ” 我不知道这位发言人当时是怎么想的，有没有一丝脸红？ 

 

这些早产奶确实没违规，赶在新条例生效前再产出一批多钻一次空子多赚一些黑心钱，并大

谈其合法性，这就是中国乳制品人的良心。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喝过没过保质期但其实已经过期的牛奶。 

 

我不知道，牛根生去大学做创业讲座的时候，会不会让憧憬他成功的年轻人认为只有耍流氓

才能成功？ 

 

我不知道，蒙牛副总姚同山在香港大谈出口产品比内销产品安全，是不是会让世人觉得中国

人真是贱骨头啊？ 

 

中国还有没有让人真正放心的乳制品？ 

 

中国还有没有放心的食品？！ 

魏观军： 

民以食为天，人类赖以生存最重要的基础就是食物，而且粮食产业也是我国产业结构里很重

要的一环。世界卫生组织定义，食品安全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

生问题。本人记忆中，食品安全对我产生影响最早是在小时候，那时候贪吃买路边油炸摊位

的东西，然后就拉肚子。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此都是不以为意的，因为我的想法是以

后不去吃这类东西就没关系了，潜意识中也觉得食品安全问题也只是出现在这些无证无执照

的街边摊中，对于除此之外的食品都是可以放心大胆食用的，不过近年来频频爆出的食品安

全事故却彻底颠覆了我的这种想法。比较著名的“苏丹红事件”，“三鹿奶粉”等事件让我

明白原来即使是著名品牌免检产品也会有严重的食品问题，当时我还尚存这种想法作为一个

成年人我又不用喝奶粉，也不去 KFC的，而且这个也应该是小概率事件吧，与我还真是比较

遥远，可是当我看到有毒生姜，毒大米，地沟油等事件出现，甚至当我吃完双汇火腿肠然后

上网发现竟然我吃的东西有瘦弱精问题时，我在想这是个什么社会啊，食品问题已经严重到

影响我甚至可以说是身边每个人了，我表示我真是不淡定了。早些时间，国家总理温家宝发

怒了“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

步。“那么我们来反思下食品问题出现的原因以及相应的处理方法吧。 

 

首先的原因出在生产商。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家把自己的利益看的越来越重，为了钱似乎什

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能做出来，一些一心向钱看的商家眼里哪里还有道德还法律的约束。马

克思说过如果有 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铤而走险；如果有 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

法律；如果有 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这句话很好的解释了不良

商家的不法行为。 

 

http://baike.baidu.com/view/5873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73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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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相关监管部门。以人民利益为重，依靠国家法律法规来维护民众健康是他们的责任，

可是呢这之中有些人再干什么呢。 个别地方官员、领导对食品安全问题睁一支眼闭一只眼，

甚至和生产制造商“勾结”，有所谓的免检产品，不用检查就发放卫生许可证，直接出售，

直接导致问题食品流向市场，危害公民健康“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这些

监管人员自己或家属也吃到问题食品的时候，不知心里作何感想。 

 

那么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相应的原因要有对应的处理方法，对于黑心生产商，我觉得得

加强对其的教育，如果能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到这种做法带来的危害性，让他们内心忏悔其

所作所为的话，那么作为食品安全问题最源头的问题就能很有效的解决。但是这似乎太幼稚

了，如果仅靠思想教育就能改变其行径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真是处处充满爱了。所以我觉得

最重要的还是要发挥监管部门的作用，相关部门要做好源头质量监管和流通环节消费领域的

质量监管，建立健全食品行业自律机制，对以发生的问题现象要及时警告和处理，当然建立

健全食品安全标准和检测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让执法有个统一标准，做到食品安全信息的

透明和共享。 

 

真心希望这个社会能共同努力，让问题食品能逐渐消失，食品应该是为了我们有更加健康的

身体，而不是让我们受到摧残。 

G.W. ： 

做这个课题之前就已经做好一切心理准备，坦然接受曾经和现在那些令人恶心的事物。哪里

有利益，哪里就有私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食品的不安全性，早已超出我们的想象。只有

我们想不到，没有黑心商人做不到。 

 

最近电视上大篇幅的报道台湾塑化剂，怎么看怎么觉得是种讽刺，扎的人心疼！看着台湾的

整治力度和全体台湾人民的反应以及他们负责任的态度，不由得摇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再令人震撼的社会进步，再令人自豪的国家富强在这一刻总是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平时觉得吃什么无所谓，即使很不卫生的。总觉得不干不净，吃了没病。1顿，2顿，3顿，

不知不觉，眼睛一闭一睁，身体就坏了。也许你曾以为自己做饭就能避免这个安全问题，现

在，说不定你刚吃的就是毒豆芽。当我们对他人失去最基本的信任感。。。算了，不说这个

沉重的话题。 

郑莹： 

我统计的时段是 2008 年 5月到 2008年 12月的时段，这一时段北京承办了 2008 年奥运会，

这一时段，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沸沸扬扬，让很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以一种迅

猛的姿态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 

 

统计了将近 300条有毒食品新闻之后，我发现我对这个社会的真相远远的不了解，我不知道

我每天吃进去的食物究竟会为我的未来带来什么样可怕的影响，其实很多人，很多普通的老

百姓都在如此不安全的生活。你一边看着这样一条条让人绝望的新闻：我们生活中的各种食

品，牛奶、水果、食用油、饮用水层出不穷的超标添加物、有毒化学物质，被源源不断地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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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我们的体内；一边看着这样一条条似乎充满着不知所以的自豪感的新闻：为了保障奥运会

的顺利召开，有保障的蔬菜、水果、家禽海鲜被源源不断地送入各国运动员、他过来宾的餐

桌上，投入了成百上千万建设食品检测车，随时随地为奥运会的召开移动式的检测食品安全.

统计这些新闻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不停地出现一部小说的名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被别人侮

辱和损害，然后再去侮辱和损害其实和你一样的人，你生活在这个神奇的国度一定明白我在

说什么。 

 

有人问过我，你们统计这些新闻有什么用呢？就是整理出来给大家看么？那有什么用？说实

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有意思，也有意义。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知道

真相的权利。我只是觉得除了不停的接受这生活，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改变

这生活。 

 

这个世界并不美好，但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杨祎： 

其实真没什么感想，可能已经是麻木了，呵呵～ 

 

其实想想，这个问题后面的本质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掺假、不卫生食品呢？是人

性本恶、无奸不商呢， 还是多种社会因素叠加、累积到现在导致的呢？ 

 

那除掉人性本恶的这个因素，那些社会因素又都是什么呢？生活所迫，教育的失败，世风日

下，钱利导向，法律的不完善...... 

 

其实，我总想说，我们这些小屁民改变不了什么，就如同蚍蜉撼树。可我又常常抱有幻想，

也许我们成为不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但可以成为之前的无数根羽毛中的一根。但现

实总是会无情地，不断地打击着我，每天发生着的这样、那样的事，总是不断地蚕食着我的

幻想。于是，我选择逃避，也许我们中很多人都是如此。我们一边钦佩着老罗的敢讲敢做，

一边却仍旧选择做个鸵鸟。是的，我们在躲，我们在等，等着有人能冲在前面，等着黄四郎

被杀，等着做那最后的一根羽毛。 

 

可是，你却让我看到了另一种选择--行动起来，这样很多事不再是看似遥不可及。当这样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真正地做些什么去影响这个社会，尝试去改变这个社会的时候，

我才真正感到了希望。 

 

你是一个果敢的人，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奋斗方向，并且有很强的执行力。这些都让我很佩服。

能和这样一群人一起做这样一件事，这样一件在很多人看来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却对我有着

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的事，我觉得我的某些东西被你影响和改变了。同事，这让我觉得我

的那些幻想，不再是幻想，而是可以实现的梦想。 

 

谢谢，谢谢你。期待着你的更多行动，有时间我一定会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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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博： 

曾经听同学讲过这样一个段子：在中国的一家餐馆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中毒事件，吃饭的

外国人都中毒了，但是同一起吃饭的中国人都没事儿，因为中国人已经产生抗体了，百毒不

侵了。听完以后很想笑，但是无奈的笑，这是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讽刺。 

 

通过这次参与 2000年以后中国媒体爆出的食品安全问题的统计和分析，我发现，我们的日

常生活已经充斥满了了问题食品，从肉食、到蔬菜水果、到粮食、到休闲食品再到做饭的调

料，安全隐患无处不在，手机报上隔三差五的就报道地沟油、毒豇豆、激素黄瓜、塑化

剂··· ···看的我触目惊心。我们每天在食用着这些可能会给人体健康带来巨大损害

的食物，却浑然不知，我们看不到那些光鲜亮丽、美味诱人的食物背后是怎样的毒物和肮脏。 

 

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整个社会也因此而人心惶惶，不知道这是源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

们被金钱蒙蔽了双眼？还是新闻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出现和壮大，新闻传播更加自由和快

捷？亦或是科技的进步，给人们提供了作案的工具？或者，从更深的层面来讲，它是中国社

会转型期的产物，深刻反映了当今中国所存在的社会现实，人们盲目追求金钱，失去良知，

以全体中国人的健康为代价牟取一己私利。追求金钱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人们很穷，因为贫

富差距悬殊，被贫穷压迫、有钱人的富裕生活刺激的人们内心会不平衡，于是不择手段的挣

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中国食品质量的检查、监管力度不够，对一些有毒药物、化学品

的售卖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管。 

 

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改变社会的一种现状，改变群体的一种意识，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我

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呼吁政府和整个社会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站出

来，一起呼唤社会的良知，这是对社会的责任，更是对自己负责。 

王琛莹：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知道朋友在做这个食品安全的项目需要人手帮助时，毫不犹豫的报了名。心里清楚的知道这

样一个数据汇总只是给大众一个参考，实际意义或许没有。 

 

但是，意义什么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做汇总的过程中，得到了一种无法从写论文找实

习中获取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无形之中让我觉得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惠于大众的，甚至是高

尚的。高尚？多少年都没听到这个词了。在当今这个充斥调侃与自嘲风格的网络时代，这样

的词也许已经是另外一种意义了。 

 

我总是爱跑题。 

 

说到做的案子中，印象深刻的应该还是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我做的是 05年上半年的汇总，

那个时候还没有三鹿奶粉事件。我想说的是“三聚氰胺”事件产生的原因。从各种媒体的各

种分析中，认为三聚氰胺不过是无良奸商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儿童性命随意添加化学品

充当蛋白质，以次充好。而在数据整理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地区的牛奶厂商因为蛋白质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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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而被处罚。这样的从果到因的倒推中，产生一个假设：是不是因

为 04-05年甚至到 08 年这几年中，牛奶中蛋白质含量偏低的事实促使了奶商们添加三聚氰

胺？ 

 

联想到最近的塑化剂问题，其实在 06年，新华社就报道过大陆地区一些塑料桶的塑化剂滥

用问题，只是没有引起足够多的重视。所以现在有了大规模的“台湾塑化剂风波”。这两个

事件虽然添加的不是同样的化学物质，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在问题大范围暴露之前其实早

已有警钟敲响，但是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同样地，天朝官员们的注意力也是有限的。这些

小事只要不影响大局，就没有谁去在乎。 

 

正如《圣经》传道书所载：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

事。不管是前两年令肯德基蒙羞的“苏丹红”还是葬送儿童生命的“三聚氰胺”，亦或是现

在闹得满城风雨的“塑化剂”„„心里都明白，这些不是开始也不会是结束。 

 

PS：经常在晚上做这个项目，半夜的时候饿得不行就去买“黑料”——推着三轮车的“三无”

摊贩经营的小吃。明知道它的食料来源可疑，我还是禁不起诱惑。罪过！罪过！每次心里觉

得不应该的时候，我就抱着和天朝官员相似的阿 Q心态：反正吃不死人！ 

 

直到做完之后仔细回顾自己做的这些新闻，痛定思痛的觉得再也不能放任自我了。于是乎，

为了有个强大的心，更有个强大的胃，已经开始禁食多种食物了。不过转念一想，我已经吃

了二十多年的地沟油，苏丹红什么的，如果现在突然转变，会不会因为不适应而死的更快呢？ 

张强： 

食品如何才能安全？ 

 

也许是巧合，把“读后感”敲打成了“毒害感”。 

 

我任务是 2010年 9月到 2010年 10月。诚实地说，统计工作做的不够严谨。不过稍微分析

一下，这些问题食品主要是在大城市里被发现的。这当然不是说小城市小地方没有或者不存

在食品安全问题，而是说明我们的监管一定存在大量的盲区或者不作为。这些问题一般是质

检部门发现的，这也从侧面说明其实我国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检测部门，当然了，普通公众也

很少有能力检查出这些问题来。就我的阅读和这几年的经历来看，质检部门只是例行抽查或

者集中抽查。我估计在农村地区大量流行的辣条辣片之类的食物，其中可能存在更大的添加

剂超标问题。这些问题谁来监管？ 

 

上周末（5月 15日）应邀参加在中国农大举办的“掘金生态农业——食品安全背景下新农

业的前景与机会”的论坛，和我同去的是京城一家刚刚起步的电子商务企业，他们要做“北

京有机食品配送专家”。 

 

刚刚（5月 16日 20:04）和同事去吃晚饭，穿过好几条胡同都不知道该吃神马，尽管早就饿

了，烤肉的香味扑鼻子而来，我们却在纠结羊肉是真的吗？中午和拍纪录片的老师一起吃饭，

鱼香茄子里面的红油都溢出了盘子，我们不约而同地怀疑那是否是地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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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肿么了？是成了惊弓之鸟还是杯弓蛇影呢? 

 

我真的很害怕。作为一个环境教育领域的 ngo从业人员，我脑子里有一堆一堆的数据和一串

一串的说法，有来自科学界的证词，有来自普通人的直观感受。我常常觉得无可救药无能为

力。如果大家不协同行动，恐怕真的没有救了。 

 

很遗憾我没有通读过《农产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不过谁都知道这些法律在食品安

全领域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添加剂之类的化学物品该如何管理？化学品安全是如何实现的？我不知道有没有针对专门

针对食品添加剂或者化学产品的法律法规？这些产品是如何那么容易地流通的？谜团重重

啊。 

 

一个同学在昆山一家生产香精的企业工作，一年只要成功卖上上几公斤产品就可以收入不菲。

他的客户都是蒙牛、伊利之类的企业。香精就是防腐剂啊。他基本不喝饮料，除非要去实验

室配制产品。他说自己可以调出任何口味的饮料。去年我去过他们企业，刺鼻的味道比农药

难闻千万倍。可是他们自己就住在那样的厂区里。昆山的地下水已经严重污染了。 

 

他还不吃肉。也许是天生的吧。可是我们普通人呢？何以实现安全饮食？民以食为天，现在

天真的快塌了，而杞人却越来越少了？食品添加剂改变我们的味蕾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对世

界的认识和采取的行动？呜呼哀哉！ 

 

昨天午饭时我们还谈到了醉驾何以入罪的问题。我觉得食品添加剂超标或者添加其他危害人

体健康的物质，该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置。乱世当用重典，食品领域的违法成本太低了，

而且在践踏生命，漠视人权。 

 

去年假鸡蛋事件曝光后，我很长时间都不敢吃外面的鸡蛋，多亏家里鸡蛋了。就是我这样的

人，每次和朋友们吃饭前都要给他们讲讲食品安全的问题，讲讲垃圾分类的事实。可是这样

的效果有多大呢，目前我还不出来。 

 

在环保领域存在这样的一个冷笑话：污染拯救中国。说是中国人口多基数大，污染会让很多

人受害，但是很多人及其后代就会有了对抗污染的机体能力，慢慢地中国人的后代就会统治

世界。 

 

从概率上来说以上笑话有其合理性，可是从遗传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可能性多大？而且即便很

大，也是以牺牲很多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这尼玛真的伤不起啊！ 

 

污染拯救不了中国，拯救不了任何人。 

 

浓缩的已然不是精华，而是激素！ 

 

食品安全之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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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倩芸： 

还记得当时初步整理完 2007年 3月至 4月的一些资料时，写下的感想是有些欣慰，因为这

个时间段的结果没有预料的那么糟糕。但是作为素食者，当时看到那条“垃圾猪”的消息，

也深深振了一下。人们的“良心”去哪了？衡量好坏道德的标准完全被湮没了，任何人都可

以肆意横行。 

 

当时打了个电话给西安的师姐，师姐听我说完后，把师父的一个小故事分享给了我。师姐说，

现在的煤，质量越来越差，以前的煤能烧好久，现在的煤烧的时间短，烟又大。有次师父买

煤，师姐说去看看煤好不好，师父说：“不用看煤，只要看人。人好，煤就好。” 

 

师姐说，如果一个人的人心坏了，那么他做事便只考虑利益，不会考虑是好是坏。 

 

个人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单靠法律，单靠制度，恐怕远不足以解决。更多的还是需要

道德的呼唤，这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大家一心向善，坚持心中的信仰，一定可以改变世界的。 

 

吴恒： 

 我的感想点这里。 

参与者名单&联系方式： 

共有 35位参与者，有 9人没有回复是否愿意公开姓名和联系方式的邮件，故暂时匿名之。

如果你才看到，请联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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