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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方便面，许多人都会认为是“垃
圾食品”，方便面也因此背上了不少“罪
名”。

为了引导公众走出食品安全认识误
区，肃清不实传言，近日，由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指导、新华网中国食品辟
谣联盟与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主办的

“方便食品安全与营养媒体沟通会”在北
京举行，现场专家对长时间困扰消费者的
有关方便食品的传言进行了逐一解读，并
指出，关于方便食品的说法有些并不真
实，有些纯属误传。

将方便面视为垃圾食品不科学

“没有所谓的垃圾食品，只有不健康
的膳食搭配，食物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
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风险交
流部副主任钟凯坦言，新鲜食物自然是最
好的，但是在无法获得新鲜食物的环境
下，方便面仍然是一种好的选择，既能迅
速解决人的温饱问题，还能保证基本的食
品安全。

钟凯分析说，从食品本身来看，并没
有垃圾食品和非垃圾食品之分。按照《食
品安全法》 的规定，有特定的色、香、
味、形等感官性状，有食品固有的一些营
养成分，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各种急性、
慢性危害的食品都不能被简单当作“垃圾
食品”。不同的食物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
于，它们所含有的营养成分不同，任何一
种食物都会有其比较主要的营养成分，有
些蛋白质含量高，有些则是脂肪或碳水化
合物含量高。

对于认为方便食品有损健康的观点，
钟凯认为，这可能源于长期吃某一种食
物，导致摄入某种营养成分过量而其他营
养成分摄入不足，从而出现了膳食不平衡
的情况，“任何一种食物都不能过量地单
一食用，吃方便面的时候也要注重营养搭
配。方便面自身的确存在油、盐含量高的
问题，这是不适应现代人饮食观念的，确
实应该改进，但不能因此将其归到不安全
食品和垃圾食品行列”。

方便面的油料问题也是流传甚广的谣
言之一。谣言称，用在方便面中的棕榈油
在植物油中品质最差，长期食用会造成人
体血清饱和脂肪酸摄入过量，导致胆固
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升高，从而
引发心脑血管疾病，不利于人体健康。

河南工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谷克仁对
此表示，棕榈油的饱和脂肪酸相对较高，
有很好的煎炸稳定性、氧化稳定性。国家
标准规定，食用煎炸油的酸价不超过
5%，而一些企业的指标是远远小于这一
标准的。通过交叉实验也发现，棕榈油和
橄榄油对人体血脂的影响没有差异，换句

话说，一定程度上棕榈油和橄榄油对人体
血脂的调节作用是相同的。

“一直以来，棕榈油都被妖魔化了。”
谷克仁介绍说，棕榈油符合国际食品法典
委员会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一种安
全、营养的食用油脂。

认为防腐剂有害是误解

通常，人们将食品中是否含有防腐剂
作为评判“垃圾食品”的标准，大多数消
费者视食品中的防腐剂为“毒药”，认为
食用添加有防腐剂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造
成极大损害。

对此，钟凯表示，食物防腐剂有害是
一种误解。防腐剂的作用旨在抑制细菌
等微生物的滋生，保护食物营养以及感官
品质，“如果食品自身不含细菌或霉菌根
本就无需防腐剂，比如水活度较低即很干
的食物，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油炸食品，像
薯片、锅巴，包括方便面的面饼都无需防
腐剂，因为企业是不会增加成本去无端添
加的”。

值得注意的是，方便面的面饼并不存
在防腐剂，防腐剂只存在于调味包中。据
了解，调味包主要分粉状和胶体状两种，
胶体状由于含有油、酱料和水分等，因此
保质期比较短，需要添加抗氧化剂和防腐
剂。“防腐剂并不等于‘毒药’。包括防腐
剂在内的食品添加剂，只要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的规定，就不会对人体造成危
害。”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
长孙宝国说，食品添加剂不仅为消费者带
来更多美味，也为现代食品工业发展带来
诸多便利，消费者在购买方便面时，只要
尽量挑选一些经过产品检验的知名品牌，
食品安全都是有保障的。

事实上，在有关方便面的食品谣言
中，流传最广、让消费者恐惧陡增的无疑
是吃完一碗方便面后 32 小时都不会消化
的谣言。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
工程学院教授沈群介绍，该谣言源自
2011 年，一个美国科学家通过胶囊内镜
的方式拍摄了“加工食品”与“无添加物
食品”消化情况的对比实验。当时发现手
工拉面在 32 小时后被完全消化，而方便
面尚未完全消化，仍有残余。这个初衷本
为观察食品消化过程的实验，后来被错误
解读为方便面不好消化，有害健康。随着
社交媒体的传播发展，最后演变为方便面
32小时不消化的谣言。

根据业内专家对生的小米粉和生的小
麦粉进行研究实验发现，不同的食物加工
方式会影响到淀粉的消化率。沈群分析
说，方便面所用的添加剂均符合国家标
准，其主要原料和家庭自制的面条所用原
料皆为一致，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粉碎谣言需社会共治

“方便面是中国食品工业中安全水平
较高的品类，从近两年的抽查数据来看，
其合格率均在 99%以上。”中国食品科学
技术学会理事长孟素荷说。

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方便面的谣言并
没有因为官方的回应而停止，随着伪科学
家的出现，以及别有用心者对谣言的传
播，使得方便食品行业蒙受了重大损失。
数据显示，自 2011 年开始，中国方便面
销量持续 5 年下跌。2015 年，中国内地
方便面总产量 362.49 亿份，较上年下跌
8.54%。

与此同时，全球方便面行业却在稳定
快速地发展。“2015年日本方便面产量上
升了 1.2%，俄罗斯方便面则以超过 27%
的速度在增长，东南亚国家产量也在上
升，韩国人均消费量已达到 72 包，而中
国则不到25包。”孟素荷认为，方便面已
经成为在全球仅次于面包的第二大主食，
而由于其在中国长期被污名化，使得方便
面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阻碍。

尽管行业发展步履艰辛，但方便食品
企业在建立最严格产业链的同时，始终积
极创新。比如，从红烧牛肉到酸菜肉丝口
味的转变，产品也开始从骨汤和天然的食
品中汲取营养，使其日趋迎合消费者的健
康理念。仅今年上半年，方便面的创新产
品就多达数10种。

“在方便食品行业健康发展的过程
中，产品多元化分层与差异化品牌区隔的
雏形已初步显现。”孟素荷透露，以康师
傅、统一、日清、农心为代表，高端面的
市场竞争态势已经形成。它将原有的以价
格竞争为手段、以低端方便面为主、由上
向下挤压的竞争模式向以营养健康为内
涵、展示核心竞争力、势均力敌的高端方
便面延伸，在激烈竞争的同时，各企业核
心产品的竞争力也日益提升。

“粉碎谣言是还原科学的真相，要用
科学的真实正本清源，这不仅需要企业不
断创新产品，用优质的产品说话，也需
要广大消费者的共同参与。”孟素荷说，
为了引导公众科学认识食品安全，中国
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通过对食品安全进行
及时的科学风险解析，与媒体进行有效
的风险知识交流，同时联合企业持续地
进行公众科普宣传，将科学知识传播变
为一种常态化的宣传，收到了较好的效
果。据介绍，自 2011 年到 2015 年涉及
方便食品的 11 个热点事件当中，无食品
安全事件，而且关于方便食品的负面报
道也在逐年减少。

对于有关方便食品仍流传不绝的谣
言，孟素荷表示，食品工业是民生工业，
同时也是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
我们应该运用社会共治这个概念，联合政
府、企业、科技界、消费者、媒体各方力
量，共同对抗谣言，还方便食品一个科
学、健康的市场环境。

莫 将 方 便 食 品 污 名 化
本报记者 吉蕾蕾

近年来，关于方便食品

的各种说法盛传，方便面致

癌、油炸食品不健康、32 小

时不消化⋯⋯让消费者对方

便食品产生了不良印象和抗

拒心理。这些说法哪些是

真？哪些是假？近日举行的

“方便食品安全与营养媒体

沟通会”上，相关专家用科学

的解释给出了答案

近年来，不时曝光的女童遭受性别歧
视和不平等待遇事件刺痛了公众的心。统
计显示，全世界有6500 万女童辍学，1400
万 18 岁以下女童结婚，1.5 亿女童遭受性
暴力。与男童相比，女童在卫生和健康上
更少受到关照。

我国该如何做好女童保护和教育工
作？如何营造女童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在日前由全国妇联主办、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等单位承办的“女童与可持续发展研
讨会”上，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
授卜卫认为，要想根除性别歧视，应该从童

年开始。“妇女的权利和女童的权利是相互
依存的。只有在妇女享有平等权利的社会
中，女童才能获得这种平等的权利。”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宋文珍
介绍，2013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享受
城乡低保的孩子约有 1060 万。但现在对
很多贫困儿童的保护还处在较低层次，低
保标准只有 300 至 400 元，这还远远不
够。“按照国务院今年颁布的相关文件，困
境孩子的保障要求落实到县、乡、村。文件
要求在乡一级设立社会服务综合服务中
心，在村一级设立兼职或专职儿童福利督
导员，推广在城乡社区设立儿童之家。一

旦发生儿童暴力、性侵事件，就有相应的机
构予以专业应对。”

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不分性别，依法享
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部基础教育一
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张东燕介绍，到 2015
年，我国学前教育在园幼儿中女童所占比
例为 46.4％，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女生
所占比例为 46.5％，普通高中在校生中女
生所占比例为 50.3％。全国小学学龄女
童净入学率在 2014 年就达到了 99.83％，
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
则已达到99.88％。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高华俊认为，近年来，我国儿童生存和
发展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与男童相比，女
童的生存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建议建立
促进女童发展的慈善联合平台。“政府与慈
善组织之间、慈善组织不同机构之间、慈善
组织与公众之间等，都需要及时沟通、交换
救助信息。慈善联合平台的建立，将使社
会各方在救助对象、救助形式等方面逐步
实现与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和优势互补。”

促进女童全面发展，既需要有力的制
度保障，又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记者
了解到，全国妇联依托所属的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两个慈善
平台，凝聚社会爱心力量，实施了“春蕾计
划”“安康计划”等一系列公益项目，其中

“春蕾计划”帮助超过330万名贫困女童重
返校园。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朱锡
生表示，下一步将以“春蕾计划”为主体，把
促进女童受教育权的实现放在更加重要的
位置，计划在未来每年直接帮扶20万名女
童，并推出针对女童的成才激励计划。

给女童成长应得的一切机会
——专家建言女童教育及权利保护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日前，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 28
个部门达成合作备忘录，对食品药品生产
经营严重失信者开展联合惩戒。这将对加
快推进食品药品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建立
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合作备忘录明确，联合惩戒对象主要
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存在严重
失信行为的食品（含食品添加剂）、药品、化
妆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者。惩戒措施将
依据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失信情
节的严重程度，分为重点监管对象，至少每
半年对企业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出厂检
验、企业自查等管理制度和执行情况进行
一次全面、深入的监督检查；在一定期限内
限制从事食品药品生产经营活动；责令企

业定期开展食品药品安全自查或者邀请第
三方进行检查评价；对严重失信者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的，从严从重处罚。

合作备忘录指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名单
将进行动态管理，及时更新相关信息，并及
时推送至参与失信联合惩戒的相关部门。
对于从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名单
中撤销的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相关部门
应及时停止实施惩戒措施。国家食药监总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合作备忘录的出台，将
进一步推进政府部门之间信用信息共享交
换和整合应用，通过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
严重失信者进行联合惩戒，使失信者“一处
失信，处处受制”，也有助于强化食品药品
安全社会共治合力。

28部门发合作备忘录——

联合惩戒食品药品严重失信者

本报讯 记者曹红艳
报道：环保部日前发布的
儿童（0岁—17岁）环境暴
露行为模式研究成果显
示，我国儿童面临传统型
和现代型环境健康风险的
双重压力。

据介绍，本次研究从
我国 30 个省（区、市）的
55 个县/区、165 个乡镇/
街道和316 所学校选取了
0至17岁儿童共75519人
作为调查对象。样本人口
性别、年龄结构与2010年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无统
计学差异，具有较好的全
国代表性。调查结果显
示，26.8%的被调查对象
暴露于固体燃料做饭或取
暖带来的室内空气污染，
12.7%的被调查对象饮用
未经基础卫生设施集中处
理的地下水、地表水或窖
水，13.6%的被调查对象
主要活动场所周边 1 公里
范围内有石油、石化、炼焦
等环境健康高风险企业，
14.6%的被调查对象主要
活动场所周边 50 米范围
内有交通干道。

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
长邹首民介绍，环境污染
对健康影响不仅与环境污

染物的浓度和毒性有关，还与人的环境暴露行为
模式密切相关。环境暴露行为模式包括四个方
面：一是人体生理特征，如身高、体重、呼吸量等；
二是人接触空气、水等环境介质中污染物的时间、
频率、途径和方式；三是人居环境中污染源分布情
况；四是人对暴露风险的防范行为。

邹首民说，本次研究发现我国儿童环境暴露
行为模式特点包括：存在明显的年龄、性别、城乡
和地区差异。以身体特征参数为例，同一年龄段，
我国男童身高、体重和皮肤表面积高于女童，城市
儿童高于农村，华北、华东和东北总体高于其他地
区；与成人存在较大差异。从摄入量看，儿童单位
体重呼吸量高于成人，是成人的 1 至 2 倍；与国外
同年龄段儿童存在较大差异。以室外活动时间为
例 ，我 国 儿 童 是 美 国 同 年 龄 段 儿 童 的 0.8 至
4.3倍。

据了解，环保部将定期组织人群环境暴露行
为模式研究并更新暴露参数数据库，开发适用于
我国人群的暴露评价模型，制定暴露评价技术方
法及标准，并继续加强相关基础研究工作，以提高
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的准确性，为研究制定更加科
学的环境对策措施提供依据。

环保部研究成果显示

—
—

我国儿童面临双重环境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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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山东省枣庄市红旗小学幼儿园老
师陈妍而在教孩子们辨识各类谷物。当日，该幼
儿园开展爱惜粮食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识别五谷、
学剥玉米粒等方式，培养孩子们爱惜粮食、节约粮
食的好习惯。 吉 喆摄

爱惜粮食从娃娃抓起

△ 工人们对封口完毕的方便面进行最后塑封。经过两次改良，西
藏日喀则市白朗县一家食品公司推出了多种口味的纯青稞原料制作的
方便面，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 在北京某超市的方
便食品货架前，消费者在选
购方便食品。

本报记者 吉蕾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