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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名嘴”发微博应当慎重

》一吐为快

□江德斌
央视主持人赵普在微博上爆料

称：“ 转发来自调查记者短信：不要
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内幕很
可怕，不细说”。经济观察报调查记
者朱文强则在微博上称，老酸奶和果
冻很可能是破皮鞋制成，这才是今年
315晚会重头，可惜没播。据悉，合格
的明胶是从动物鲜皮、骨料内提胶。
但为了降低成本，国内很多厂家用破
皮鞋、烂皮革等作为生产原料。

赵普的这条微博引爆了网络，
迅速被网友大量转发和评论，因为
赵普所言并不具体，以至引发诸多
猜测，均认为老酸奶和果冻的水很
深，估计有不为人知的内幕。而朱文
强则直接指出是用了以破烂皮革为
原料的工业明胶，并声称此乃“ 常

识”，这下更使网友普遍产生恐惧感。
老酸奶是这两年才流行起来的

新品种，由于其形态和口感比较独
特，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很多大
品牌都有推出自己的老酸奶，销路
也都挺不错。不过，受到赵普这条微
博的巨大影响，老酸奶和果冻都要
面临一场生死考验，究竟有多少使
用了工业明胶？“ 烂皮革造老酸奶”
到底是真相还是谣言？需要尽快查
清事实，否则的话，不仅消费者的健
康无法保障，可能有不少厂家也将
因此倒下。

将工业明胶替代食用明胶为原
料，用于生产老酸奶和果冻，那就等
于是在违法添加牟利，不仅是在欺
骗消费者，还埋下了健康隐患，必须
予以严厉打击。事实上，有关企业用

破烂皮革非法生产工业明胶，并广
泛进入食品链条的情况，在前几年
就有媒体报道过，虽也曾遭到过监
管部门的打击，但现在看来并未禁
绝。此次“ 烂皮革造老酸奶”如果属
实，那么将给脆弱的食品安全问题，
再次抹上一层浓重的阴影，消费者
的信心亦将受到严重削弱。

而且，在赵普发布此条微博后，
也有不少媒体人相继爆料，甚至有
人声称原本今年央视315的头条，就
是用工业明胶生产老酸奶和果冻，
后来因为种种因素没播成。这种说
法与赵普的央视主持人身份相联系
起来，其可信度非常大，不能不让人
产生疑虑，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能
耐？用了怎样的公关手段？居然可以
让央视315取消曝光计划。或者，这

只是一条谣言？那么，就需要央视和
相关监管部门站出来予以辟谣，将
真相还给公众。

在微博这种传播速度极快、影
响力巨大的自媒体平台上，曝光真
相和散布谣言都如火借风势一般，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效果。也
因此，既有的监管手段已经落伍，
不能再采取“ 捂盖子”的手法，而
是要积极跟进舆论，及时发布事实
或辟谣。“ 烂皮革造老酸奶”出自
于多个媒体人之口，他们都是实名
认证，又有庞大的粉丝，具有广泛
的公众影响力，必将引发一场舆论
风波。因此，企业和监管部门都不
能坐视不理，需要立即行动起来，
尽快调查真相、披露事实，给公众
一个明确的交待。

□羽人三
关于螺旋藻产品是否存在铅、

砷超标，一月之内，两次抽检，药监
局结果自己“ 打架”，令公众大跌眼
镜。据了解，这两份名单被媒体曝光
后，引发舆论普遍关注，多家涉事企
业进京“ 公关”。目前，北京检察机
关已就相关问题涉及的渎职、行贿、
寻租等问题向记者了解情况，并调
取了证据材料。

（《 经济参考报》）
据药监局宣称，之所以出现两

种不同的检测结果，是因为两次检
验遵循的是不同的标准。在药监局
最新的抽检结果中，螺旋藻保健食
品铅含量执行2.0m g/kg的标准。而
一个月前执行的是0.5m g/kg的标
准。在针对“ 检测标准”的关键问题
上，药监局则这样解释：国家食药监
局对藻类中铅含量的监管标准随剂
型的变化而变化，“ 普通剂型”与

“ 片剂”不同。
然而，有据可查的是，由国家认

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 保
健食品国家标准（ G B16740）》明
确规定：对于重金属铅含量的监管
标准，除“ 固体饮料”和“ 胶囊”两
种剂型适当放宽至“ 2.0”外，其余
剂型一律以“ 0.5”作为判定标准。
而同样由国家认监委发布的《 保
健食品G M P（ 良好生产规范）
实施指南》 明确了“ 片剂”“ 胶
囊”“ 固体饮料” 分属不同剂型。
那么，“ 片剂”既非“ 固体饮料”，

亦非“ 胶囊”，显然应以“ 0.5”作
为监管标准。

也就是说，药监局第一次检验
遵循的标准是正确和合理的，但又
何来第二次的降低标准？从这一角
度来看，药监局很难逃脱“ 被公关”
的嫌疑。一者往事历历，比如2010年
9月，湖南省质监局就曾以“ 维护稳
定” 为由对金浩茶油苯并芘超标的

检验结果“ 捂盖子”；二者质监部门
与企业之间由原来的监督者和被监
督者的关系结成“ 猫鼠”同盟、互利
互惠的事例并不鲜见。如此，药监局
为部分螺旋藻产品漂白到底有无类
似猫腻，真相不可缺席。

事实上，由药监局一手导演的
质检“ 乌龙门”不仅关乎螺旋藻产
品的质量问题，更牵涉到政府监管

的公信力和公众的知情权。如果在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消费者严重缺
乏安全感的时下，监管部门涉嫌被
公关的问题依然不能不了了之。而
根据现有规定，保健食品检测机构
的资质认定、检测项目、检验标准和
技术方法等全部由国家食药监局

“ 说了算”，因此，药监局恐怕只能
自救了。

□禾刀
日前，广东省人民医院出动归

属公安部门的直升机，把五个月大
的先天性心脏病女婴从汕头接到广
州救治，花费近两万元。广东省人民
医院院长庄建称，患者只是一个家
庭背景很普通的小孩，直升机归属
公安部门，是作为医疗救护纳入到
广东省应急体系的一次试运行，希
望未来能够常态化运作。

（ 据《 新京报》）
若将直升机纳入救护体系，仅

费用高昂这一个高不可攀的门槛，
便可能将绝大多数急需救治但收入
一般的病人挡在大门之外。不过，我
们同时也应看到，直升机的立体救
护优势不容否认，特别是在我国大
步跃进汽车大国、各地大城市病日
益严重的当下，作为先进的交通工
具，直升机应用于医疗救护体系乃

社会发展大势所趋。而任何先进工
具的社会化应用，都是从少到多，从
个别到普遍。凡事有利亦有弊，如果
仅仅因为存在一定的弊端，就拒绝
先进工具，很难说这不是固步自封，
抱残守缺。

不错，在尚未建立空中救护体
系之前，现有救护体系也存在着这
样或那样的诸多问题，但基本能够
保证大众化需求，相较于当前僧多
粥少且处于朦胧阶段的空中救护，
更能体现社会的公平。然而，救护的
最大意义在于将生命置顶，在此原
则下，只要条件允许，理应尽可能将
进步资源纳入生命救护体系之中。
即便从商业角度看，近年来一些国
内外病人频频租用飞机参与救助的
成功尝试，表明建立空中救护体系
未必就一定是“ 奢侈”的代名词。

当然，这不是说空中救护体系

就不应考虑社会公平问题，而是在
生命置顶的前提下，既应充分发挥
现有资源优势，尽可能满足社会需
求，也应通过收费外的种种辅助政
策，确保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兼顾
社会公平问题。比如利用商业化救
护产生的收益，建立反哺紧急和突
发事故病人的公共救护机制。

此番救护之所以引发社会的高
度关注乃至争议，不仅因为直升机
介入医疗救护的先例，还因为此事
背后隐含着三个突出的社会化问
题：一是作为公器的直升机，有没有
被私用，空中救护将来会不会成为
权贵阶层的“ 绿色救护通道”？二是
社会底线保障机制是否有力，普通
阶层能否实现病有所医？三是社会
先富阶层是否形成了积极反哺社会
的健康文化？

实际上，这三个问题也不仅仅

是直升机能否应用于医疗救护的问
题，而是涉及到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公
平合理地支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健全、先富阶层成长为富有社会责任
感的精英阶层。这些问题的重视和解
决，不应因为是否建立空中救护为前
提。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重视和解
决，即便消灭“ 奢侈”的社会标签，公
平问题同样遥遥无期。

不是先进工具制造了社会的不
公平，而是社会机制捍卫公平本就
无力。每一种先进工具的出现，必然
对社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冲击本来
是社会不断进步的“ 必修课”。要想
最大限度降低这些冲击的负面影
响，抵触当然并非上策，而在于社会
相关机制的公平性，在于既有机制
能否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实，比如公
器不可私用的问题。一句话，不应用
拒绝进步的方式维护落后的公平！

免费午餐财务报告
不妨再浅显具体些

4月8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
布免费午餐基金2011年财务报告，
从2011年4月2日项目启动截至2011
年12月31日，免费午餐基金共募集
善款1833万元，2011年，免费午餐基
金实际总支出为346.79万元。

（ 据《 新京报》）
中 国 社 会 福 利 基 金 会 在 免 费

午餐基金成年周年之际，主动向社
会公开免费午餐的财务报告，无疑
是对过去慈善机构资金 运 作 不 透
明做法的纠正。可以说，免费午餐
基金接受社会机构审计 和 公 开 财
务报告的举措值得全国 慈 善 机 构
学习，也应当成为慈善机构运行的
基本制度之一。

不过，就免费午餐财务报告的内
容来看，美中有所不足，免费午餐的
财务报告内容如同政府的预算方案
一样，有点深奥、有点笼统，与公众期
望的财务报告还有一定的落差，对公
众的监督作用有限。一方面绝大多数
捐款人是普通公众，对会计知识了解
不多，财务报告过于深奥，不能满足
所有捐款人的知情权。另一方面财务
报告内容过于笼统，不够详细，结果
就是捐款人和普通公众想看的、看了
解的一些资金流向没有清晰、明确的
表达和反映出来，特别是资金的使用
成本从免费午餐的财务报告中完全
看不出来。

午餐公布财务报告走出了关键
的一步，但是还做的不够好，不妨再
详细点、浅显易懂点，只有普通的捐
款人看懂了、看明白了财务报告，才
能真正从心里信任发布财务报告的
慈善机构。

斑马线频“ 变脸”
谁该脸红？

□段思平
近日，湖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

局，在新浪官方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征
集卡通斑马线意见的帖子，帖子下方
附有一张相关图片。图片中，一条黑
白相间的斑马线上，印着5个可爱的
卡通人物。 （ 据《 武汉晨报》）

斑马线“ 变脸”效果如何呢？本
月初，洛阳市尝试使用彩色斑马线。
警方发现，彩色斑马线的警示效果要
比普通斑马线好得多（ 据《 大河
报》）。的确，在短期内，斑马线变化
引发的视觉冲击，可以对司机和路人
产生较好的提示效果，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人们司空见惯之后，卡通人物
也好，彩色线条也罢，与普通白色斑
马线相比，还有多少优势可言呢？

事实上，普通斑马线那一抹抹白
色线条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提
示作用，对白色斑马线不以为意者，
亦不会对其他任何形式的斑马线有
所敬畏。斑马线上的不文明行为者，
他们应该为此脸红。

同样应该脸红的还有交管部门，
驾驶员遇斑马线不减速本是违反交
通法规的行为，但交管部门偏偏缺少
将这一行为“ 小题大做”的习惯，寄
希望于在斑马线上弄点花样，简简单
单就把问题解决了。惟有更加严格的
监管和更加严厉的处罚，才能真正将
斑马线“ 划”进人们心里，否则，无论
什么形式、什么图案的斑马线，都无
力让“ 斑马线上车让人”这一基本规
范真正得到普及。

看药监局如何自圆其说

不应用拒绝进步的方式维护落后的公平

王成喜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