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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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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通报

称! 经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对
(%

度酒鬼酒样品进行检测 !

123

" 塑 化 剂 # 最 高 检 出 值 为

!,%$/4564

$媒体称参照卫生部标准!

酒鬼酒的塑化剂%超标&

"$78

$ 但随

后酒鬼酒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 !其

产品不存在塑化剂超标问题! 消费

者可放心饮用$

几乎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发生!

就有%不会对健康造成损害&的声音

出现!从蔬菜农药残留'大米增白剂

到月饼防腐剂! 再到白酒含塑化剂!

莫不是如此$抛开每一次的结论是否

科学与确切不论!即便是每一次的有

害物质含量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也

必须要考问同一类有害物质!在不同

产品中的含量如何!会不会在频繁的

消费与食用后在身体里堆积( 同时!

所有食品中都含有的有害物质!将会

对人体造成何种影响(

比如塑化剂问题! 它原本不是

食品的添加剂 ! 而是食品生产 '包

装'运输等环节的环境因素污染!白

酒中存在! 而食品中涉及使用塑料

辅助生产' 包装的其他产品同样存

在! 甚至自然环境污染后的水源与

农产品中也存在$ 简而言之!酒类中

塑化剂含量! 不能简单代表塑化剂

一类物质对人体的损害水平$

食品安全并不是对个别有害物

质和个别产品的孤立分析! 而需要

放置在系统的环境中考量$ 换言之!

不能把%不造成损害&当成食品安全

的底线$ 对食品中有害成分的控制!

区分不同的性质! 属于与工艺无关

的环境污染! 能够防治与避免的必

须实现 %零含量 &!不能避免的要限

定在极低的含量之内$ 比如!白酒中

的塑化剂含量! 完全可以通过生产

与包装等环节中的 %塑料替代&!实

现%零含量&)属于食品添加范畴的!

要依据工艺的需要! 将成分予以苛

刻限制! 确保不发生任何危害$ 比

如!食品防腐剂的添加!应该严格遵

循食品的流通周期与防腐要求 !细

化添加标准!防止标准宽泛!产生类

似于月饼%千年不腐&的现象$

总拿%不造成损害&来善后食品

安全事件! 终究反映的还是食品安

全质量标准体系滞后的问题$ 食品

没有了可靠的质量安全尺度! 生产

与监管自然就缺少了必要的依据 !

不免形成盲目无序的状态$ 不从根

本上确立食品安全质量领域的游戏

规则!%不造成损害&的解释!终究缺

少了规则依据!缺失了公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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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家长在网上抱怨说 !他

每天都会接到老师没完没了的短

信!指示家长完成改'默'判'背'

预习'复习等各项辅导工作!家长

业余时间完全被占据了$ 家长真

的成了老师的特别助理( 教孩子

学习功课!到底是家长的事!还是

老师的事 ( 近日 !%

*

北京青年

报&官方微博%成长读本&栏目在

网上探讨了这个话题! 引发数百

名网友和教育界人士的争论和共

鸣$

家庭教育自古以来就备受国

人的重视! 且多有成功经验!%望

子成龙&'%望女成凤&! 我相信为

人父母者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长

大成才! 为此多付出一点也不为

过$ 更何况!教育孩子!的确需要

学校和家庭共同完成$ 但是!把

改'默'判'背'预习'复习等各项

辅导工作!一股脑儿全交给家长!

使家庭成了学校! 家庭教育日趋

%学校化&!成了学校教育的延续!

就有点过犹不及了$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定位

和功能不同! 二者既不能均等切

割!也不能互相取代!互相包揽$

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 家庭教

育对他们的健康人格'志趣爱好'

生活习惯都有着基础性的作用$

家庭教育的主要功能不是传授知

识' 教习作业! 而是营造一种氛

围! 提供一个空间! 培养一份情

趣$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配合'

衔接是必要的! 但家庭教育中学

习书本知识决不是第一位的!第

一位的应该是教孩子怎样做人'

处世$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长的

教育! 学校让家长充分了解孩子

的学习情况! 同时督促孩子的学

习!事实证明这也是必要的$但如

果过多过滥! 把本该属于教师的

职责!都强加在家长身上!成了家

长的负担! 就不是帮忙而是 %帮

懒&了!其结果可能会让教师和学

生都产生依赖心理! 这样的做法

既有越俎代庖之嫌! 也有悖于教

育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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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晋中市寿阳县一火锅店发生爆

炸燃烧事故!造成
!$

人死亡!

$7

人

受伤$ 据当地居民反映!爆炸强烈!

造成附近房屋震动!多处居民住宅

玻璃粉碎 !多人受伤流血 !饭店的

门面和内部发生大火燃烧$ 可见!

当时爆炸的场面和情形是多么的

惨烈和恐怖$

液化气罐火锅由于成本较低!

是绝大多数火锅店采取的主要方

式$ 此次发生在晋中的事故!为这

类火锅店的安全敲响警钟$ 现在一

些火锅店图便宜!什么样的液化气

罐都有 !瓶罐大大小小不说 !而且

有的已经老化 '陈旧 !即便是液化

气罐连接煤气炉的皮管!有的都快

%朽&了!还在坚持%上岗&$

笔者有时和同事一起吃火锅

时 ! 就感到附近总有一股 %煤气

味&!不知是否是液化气罐泄漏$ 同

时! 液化气罐都是钢材制作的!一

旦发生爆炸 !无疑形同一枚小 %炸

弹&$ 因此液化气罐的质量是第一

位的!而餐饮行业所使用的液化气

罐 !谁来定期检验 !谁来监督管理

使用!这恐怕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

问题$

此外!现在一些火锅店将店内

的餐桌摆得满满的 ! 几乎是桌挨

桌 '人挨人 !餐桌及客人的密度很

大$ 如此布局!虽然满足了食客的

需求! 火锅店的生意也很红火!但

是一旦发生意外!由于食客的密度

过大!更容易造成群死群伤$ 由于

店内餐桌密集 !过道狭窄 !遇有突

发情况!客人逃生也会成为一个问

题$

所以!晋中火锅店事故不是个

%意外 &! 其背后或许存在着一些

%必然&因素$ 比如!餐饮行业所使

用的液化气罐! 其制作' 运输'存

储 '使用等环节 !有没有统一的管

理标准 ( 有没有人来全程实施监

管( 此外!经营火锅店!有没有安全

方面的提示和操作要求( 有没有餐

桌和客流的限制等等!这恐怕也都

是需要管理部门和经营者认真反思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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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

我国正在创建符合国情的器官捐

献和移植体系!将考虑实行激励机

制! 给予捐赠者一定的人道救助!

比如住院医疗费用的减免'捐赠者

家庭的医疗保险 '困难救助 '学费

优惠 '税费减免 !包括殓葬费用等

都可以纳入考虑$

器官移植被称为当代医学界的

一大奇迹! 给患者带来了新希望$

但正如黄洁夫副部长所说!如果不

能建立一个公民器官捐献体系!移

植事业将成为%无源之水&$ 就我国

目前现实看!公民捐献意愿低迷造

成的%器官荒&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迫切需要尽快破解$

有数据显示 ! 国内每年约有

!%%

万人等着%换肾&!约
)%

万人等

着%换肝&!等待心'肺'小肠'脾'胰

等其他器官移植的约
"%

万人 !而

有幸能顺利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

只有
!,)

万人$供体稀缺!使很多患

者只能在漫长的等待中耗尽生命$

从%开源&的角度看!在器官捐

献中引入激励机制!既是一种制度

化的倡导!也有利于保障捐献者尤

其是贫困弱势捐献者权益!对唤起

公众的捐献热情!无疑具有积极作

用$ 在国际上!激励机制也是鼓励

器官捐献的一个重要手段$ 但也应

看到!器官捐献难在我国有其特殊

国情和复杂背景!单靠利益激励还

难以打破坚冰$

首先!观念束缚是制约捐献的

重要门槛 !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

%保留全尸&%入土为安& 等传统观

念依然有其影响 ! 不少人拒绝捐

献 !与其说是利益考量 !不如说是

思想障碍$ 其次!在器官资源极为

紧张的情况下!人们对分配问题更

为关注!也更多一些公平考虑$ 比

如 ! 目前器官分配信息透明度不

够 !器官非法买卖时有耳闻 !在很

大程度上伤害了人们的捐献热情!

如何将器官分配给最需要的人!在

程序和结果方面实现器官分配的

公平 '公正与透明 !还有不小的改

进空间$

由此!点燃公众的器官捐献热

情!必要的利益激励和保障机制固

然不可或缺!但还需要社会观念的

更新'公平正义的跟进$ 这就需要

对接文化传统和公众心理!进行富

有人文关怀和时代气息的宣传教

育 !逐渐养成乐于捐献 '自觉捐献

的公益氛围$

同时!也需要建立公正公开的

器官获取和分配体系!让人们看到

自己的爱心被善用!感受到捐出的

器官以正义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

另一种延续$ 从这个意义上说!除

了引入捐献激励机制!明年春节后

将在全国铺开的器官分配与共享

系统等制度建设! 同样值得关注!

也期待在实践中取得令人鼓舞的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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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被誉为%中国乳业打假

第一人&的蒋卫锁意外身亡的消息!

刺痛了每一个关注者的神经$

!!

月

""

日!记者从警方了解到!事发时蒋

卫锁身上的刀伤为其妻子所为!但

该伤是否致命仍需等待尸检结果$

事发后! 蒋卫锁的妻子已被警方刑

拘$

%乳业打假斗士&蒋卫锁走了$

人们或是哀思! 或是追忆他坎坷的

打假之路! 一时间关于他死因的各

种猜测在网上迅速展开$ 对于真相!

我们固然期待!而他的永远离开!无

疑为民间打假事业增加了悲凉与孤

独感$

打假事业从来都不缺观众 !尤

其是有关惊愕不断的食品安全$ 在

疲软的打假机制下! 才有轰轰烈烈

的民间英雄!因此!民间打假常有孤

胆英雄的身影$ 不用赘言国内乳业

的种种乱象和让人不安的境况!在

人们对乳业安全的深深忧虑中!蒋

卫锁的出现是具有传奇意义的***

他的呐喊在公众的半信半疑中!实

际已对旧的乳业规则发出挑战$

曾几何时!蒋卫锁扛着%西部乳

业万里行& 的大旗在质疑中逐渐走

向公众视野! 他开始在各大媒体揭

露乳业掺假黑幕时! 还处在三聚氰

胺事件被揭开的前夜$

%打假维权成本太高!这是最困

难的地方$ &蒋卫锁曾这样感叹$ 实

际上! 他的打假之路有我们不曾了

解的坎坷+变卖产业做调查'行遍几

乎整个西部'揭黑不断受阻'屡遭生

命威胁,,如今一场突然的遇袭事

件夺去了他的生命! 我们或许还无

法知晓他所说的%成本太高&的所有

含义! 也不去随意揣测遇袭与打假

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但这些都需

要答案! 需要一份毫不修饰的真相

告白$

与蒋卫锁孤独的打假路相呼应

的是! 每一个人以消费者的身份对

乳制品安全的孤独期待! 人们等待

着打假斗士出现! 因为总被不时爆

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刺痛$ 刺痛后消

费者向乳业的各种潜规则发出了抗

议!却难以得到乳企的积极回应$ 因

此! 和弄清楚打假斗士为什么倒下

同样重要的是! 如何继续蒋卫锁未

竟的事业***维护乳制品行业整体

回归健康'安全$

不排除在蒋卫锁之后还有更多

的乳业打假斗士出现! 然而民间的

打假行动总是那样曲折而沉重!如

果没有有效机制的建立和合理规则

的回归! 那我们还要步履蹒跚地在

充满悬疑的食品安全之路上孤独多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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