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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不管美国老百姓怎么相信
$%!

!在转基因问题上!

我能说美国公众确实是被蒙骗了吧"

崔永元!最大的问题!出在实质等同"如果没有实质等同!

$%!

就会用药品的监管原则来监督!最少需要监督
&'

年" 有

了实质等同!就用食品的方式来监督!门槛就被降低了"

其次!

$%!

就是传达室的一个#刘大爷$% 转基因公司提

供了一个食品!&刘大爷$来做检验报告!

$%!

要这个!你做过

吗' 做过!合格吗' 合格% 然后办一个数据交接% 这些所有数

据你都承诺是安全的吗'是你交给我的吗'出了事要负什么责

任你知道吗'知道!啪!盖个章!那就通过了%别人信他!靠的是

他强有力的执法能力!和随之带来的震慑力%

记者!那老布什定义的这个实质等同!是不是应该由他来

负责"

崔永元!其中确实会涉及到商业利益和政治势力的因素%

奥巴马在选举时说! 承诺转基因食品要标识% 但是选举成功

后!就不了了之% 美国转基因公司的宣传力度很大!这是资本

力量决定的%比如在一个杂志上!转基因公司一个月的广告投

放量是
('

万美元% 如果杂志敢说转基因不好!广告商肯定就

撤单了!撤单了杂志可能就倒闭了%

记者!那美国在对转基因的监管到底靠不靠谱"

崔永元!我在戴维斯实验室见到了几十个博士后%去实验

室时!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水稻%但实验完!全部销毁!土都要

高温灭活%他们在做转基因上没有什么禁区!可以尝试任何一

种可能性!但这个是在研究室里!跟公众没有关系% 进入第二

个阶段()*田野实验!就跟公众有关系了+ 然后!开始大规模

商业种植的!还会有很多保护措施" 比如转基因的田地跟其

他的非转基因的田地中间会有
)(

米的隔离带" 这
*(

米的隔

离带!除了阻止花粉的传授!同样还是虫子的避难区!大雁天

鹅可以在
*(

米隔离带中吃到虫子" 转基因作物收割运输存

储也都是专门的" 如果转基因出现在传统的农田里!肯定会

追究他的来源!来源于哪家公司" 如果搞不清楚!全部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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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转基因问题上!你特别强调公众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那这个权利又该如何保证"

崔永元!有低效率和高效率的两种" 一个是朋友圈里!互

相认识的人互相传播" 我有个朋友说这个不好!不能吃!我信

他!我就不吃了!但这个跟传销似的!效率非常低"高效率的就

是政府有公信力!你说什么我听什么"这种公信力就是严格的

立法和严格的执法"

记者!你似乎特别强调这个选择权的重要性#

崔永元!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有选择不吃的权利" 选择

权,知情权和实验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只要给我标出来就行!

不能骗我" 更不能用一种蛮横的态度对我说!你不吃!就是呆

子!就是文傻"

记者!我觉得这种权利意识!年轻人的接受程度可能会比

较高#

崔永元!我特别同意你的观点!所以我觉得有希望" 现在

的年轻人有自己选择的空间和权利! 他们特别愿意捍卫自己

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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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离开央视以后!你似乎讲话

方式不一样了"

崔永元!以前我觉得!我们必须把自己扮演成一个知识分

子!说话井井有条!有逻辑有顺序"一开始我就是这样干的!我

用过好的语言方式!可是我发现事倍功半!我就用他们的那套

方式" 离开央视!我改正的第一条就是自己的说话方式!满嘴

脏话!话糙理不糙啊!效率极高"这很管用!大家一下就听进去

了"如果要一条一条!写两万字的文章!都起不到这种效果"对

我个人来说!也是这种方式比较好!压力全部释放!战斗力极

强!抑郁症也烟消云散了" 以前太累!现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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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
#

月份偶然中发出的一条微博开始" 对转基因毫无了解的崔永元"

突然卷入了#挺转$与%反转&的漩涡中"%我支持转基因的研究"但我反对那些宣

传转基因的不负责任的言论' &

去年
$%

月"他自费去美国
&

个州"采访了专家(官员(医生(社会组织成员

等人"请他们讲述了各自对于转基因问题的观点"以及转基因在美国的真实情

况' 今年
'

月"他把制作完成的纪录片放到网上"

&(

分钟的片子"免费播出'

日前"崔永元接受记者专访"就大家关心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富有#崔氏特

色&的巧妙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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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赛季第四项

大满贯赛事美国
+,!

锦标赛落

幕!北爱尔兰名将麦克罗伊后来

居上!赢得冠军" 继英国公开赛

之后!再捧
+,!

锦标赛桂冠!小

麦成为高坛第七人"

决赛轮一早下起了大雨!导

致比赛延迟了将近两个小时!球

场花了相当长时间才恢复" 这是

本周第二次比赛因雨暂停!上周

五第二轮比赛也延迟了一个小

时"

大雨过后!许多地方有临时

积水" 麦克罗伊遇到了很大的困

难! 他在前
-

个洞吞下两个柏

忌!交出了领先位置!甚至有一

段时间他落到
)

杆之后!看上去

与冠军越走越远" 不过!

./

号洞

时! 麦克罗伊轰出惊人的老鹰

球" 相反!榜首的斯腾森等却接

连出现失误" 最终!麦克罗伊最

后一轮打出
-0

杆!以
1-0

杆,低

于标准杆
2-

杆战绩笑到最后"

米克尔森,福勒,斯滕森,埃

尔斯,戴伊和维斯伯格等人都曾

经位居领先榜前列!最终还是麦

克罗伊赢得了胜利" 继
*/2*

年

之后!小麦第二度捧起沃纳梅克

杯" 为此!小麦获得
20/

万美元

冠军奖金以及
-//

个联邦杯积

分!并且成为过去一个世纪继伍

兹,尼克劳斯,波比-琼斯之后!

第四位
*(

岁以下赢得四场大满

贯赛的选手" )毛?磊*

麦克罗伊亲吻奖杯庆祝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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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曾经的高尔夫神童! 一度低迷沉

沦" 告别昔日女友沃兹尼亚奇!麦克罗伊在赛季迎来爆

发!成为史上最成功的
*(

岁选手之一"

&在我最狂野的梦中!我也没有想到我会遇到这样

一个夏天" $拿下赛季第四项大满贯即美国
+,!

锦标赛

冠军后! 麦克罗伊说!&我打出了生命中最好的高尔夫!

我真的是耗尽了精力" $

麦克罗伊认为! 这次比赛比英国公开赛困难更多!

自己都觉得没有希望!但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

赛后颁奖还发生一个小插曲!美国职业高协主席不慎

把奖杯盖摔落地" 麦克罗伊眼疾手快!火速捡了起来!并顺

势握着奖杯盖向现场球迷致敬" 一旁的主席先生开心地笑

得合不拢嘴!

*(

岁的麦克罗伊尽显王者风范" )京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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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关于女文青的话题热火朝天!

笔者不免想到徐静蕾# 她的知性范儿$她朴素

又内心皎洁的气质$她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

信&!完全是文青才会有的野心!妄图用昏黄

颜色$低头的暗示$一回眸一转身来营造那么

狂野而寂静的内心戏''好久没看到她了#

一定是心电感应! 马上就看到报章上

说!她的新片将与大家见面了# 好奇的观众

未免要问!你哪里去了" 她答!闲着!自拍!

玩迪士尼! 发胖''是每个女人都喜欢的

放松状态# 尤其是!坦然发胖而不用介意他

人的眼光是我的理想# 看得出她的自得其

乐!当她说(可能是找到了小孩的感觉)#

与男友相恋
3

年!多么快乐!但她说不

想结婚# (过去讲婚姻是保障!我不需要保

障***从情感上讲我不需要保障! 经济上

更不需要谁保障我)#

老实说! 这话我

是不信的#远的不说!

资深美女刘晓庆 !多

少次在采访中表达过不想结婚了! 给出的

理由比徐静蕾还全面! 婚姻已经对她没意

义了!该有的她都有了!结果还是结了# 还

有汤唯!她自己没说过什么!李安曾铁口直

断过!她是嫁不出去了***怎么着" 刚刚嫁

了韩国人# 也许!到了某个年纪就明白了!

婚姻不是用来给彼此安全感的! 而是共同

抵御外界的风风雨雨的# 情感上$经济上或

者不需要保障了!天灾人祸呢" 这一方面临

困境!必须那一方挺身而出呢" 不需要对任

何人证明相爱!有名有分的!在操作上方便

很多# )叶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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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为备战
*/2-

年奥运会

预选赛!中国国奥队近期备战提速"

0

月
20

日至
*/

日!国奥队将举行飞行集训!敲定亚

运会参赛名单"

4

月份! 国奥队将出征韩国仁川亚运

会! 这也是国奥队成立后参加的最重要一

次大赛" 由于本次亚运会的球队基本就是

明年争夺奥运会入场券的对手! 所以对于

国奥队的练兵也非常重要" 本届国奥队面

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适龄球员在中超主力队

员不多!很难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 譬如鲁

能的多名适龄球员之中! 只有刘彬彬一人

能打上主力! 恒大的廖力生等球员也非常

规主力" 尽管是中超非常规主力!但多数球

员都进入所属球队的
20

人大名单! 所以国

奥队集训时依旧面临着征调队员难的问

题" 这也是导致国奥队目前的备战工作并

不理想的一大原因"

国奥队只能见缝插针地组织集训"国奥

队决定在
0

月
20

日至
1/

日联赛间歇期进

行一次飞行集训! 通过这次飞行集训来圈

定最后出征亚运会的名单" )孙永军*

崔永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