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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陈院
士，关于“食品信息交流”和“风险交
流”，最明显的是字面含义不同，风险给
人负面的感觉，而食品信息是中性的。除
了字面感觉，是不是强调“风险交流”导
致过去的工作确实有局限性？

陈君石：当然的，字面的意思已经反
映了交流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如果把食
品信息交流所包含的内容单列出来看，实
际上是有国家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去对应
的。过去各部门的职能都是分散的。现
在需要把各项工作统领起来，那么，就需
要有一个很好的顶层设计。当然，各部门
的分工还是有的，只是强调要从社会层面
上整体考虑。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在顶
层设计中，需要把各个工作的重要性重新
排列吗？

陈君石：不是的。我先说大的方面，
在政府、食品企业、科学家这3块，都要
遵循同样的理念。对于政府来说，各个部
门都要秉持顶层设计、整体考虑的理念。
对于企业，不仅要注重食品安全做得好不
好，也要讲产品的研究、开发。对于科学
家来说，食品安全的科研要做，食品营
养、功能也要做。对于媒体报道，尽管某
一篇文章可能有所侧重，但总体的传播工
作要全面去讲，要讲食品的各个方面。我
们强调，交流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信
任，有了信任才有信心。所以，2017 年
的食品安全宣传周要加入营养宣传，也是
围绕这个目的。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从历
史来看，是不是一直以来对安全性抓得特
别紧，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食品其他方
面的关注？

陈君石：不完全是这样，国际上也是
最近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从科学、从实
践来讲，都是慢慢发展过来的。“风险交
流”这个词就是由于食品安全出了问题，
才提出来的。但是，做到风险交流以后，
现在人们意识到不能单纯讲安全，食品还
有其他方面的属性，这是一个发展和认识
的过程。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是否
可以这样理解，原来我们在安全、食品营
养、功能等方面都进行研究了，现在到了
需要把它整合传播、交流的时候？

陈君石：对。因为消费者需要的还是
整体的东西，不能把一个人想了解的东
西，分割成为两小时讲安全、两小时再讲
营养，这是行不通的。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食
品安全信息交流”这个概念是您先提出来
的吗？还是国际上大家慢慢形成的共识？

陈君石：还没有共识，现在国际上还
没有形成这么一个潮流。这是欧洲食品安
全局前主席 Patrick Wall 教授首先提出
的，他同我商量是否可以这样命名。我们
感觉食品安全风险交流面太窄，拓宽以后
就可以叫“食品信息交流”。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是不
是 Patrick Wall 教授在国际上也发现了相
似的困境？

陈君石：他说欧洲只是刚开始讨论这
个理念，并没有像我们这样具体研讨。某
种意义上，我们已经走在了国际前沿。我
们已经把交流的目的、涵盖的内容、需要从
哪些方面交流讲得很清楚了，应急交流和
日常宣传教育的关系也探讨了。因此，我

认为已经有点思路了，还不敢说是一个体
系，但先在业内达成共识还是很重要的。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与同
行交流应该比较容易吧？

陈君石：对，目前为止没有阻力。我
们今年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吆喝，使这个理
念被人们接受。在工作中，我们也打算先
找一类食品尝试一下。比如巧克力就很适
合。巧克力本身的功能成分很明确，它对
健康有促进作用，可以形成一个共识。所
以，第一步就是要吆喝，把这个理念深入
政府、食品企业、科学家和媒体。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您觉
得从短期来说，政府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做食品信息交流？

陈君石：从食品的管理角度是很难
的，因为各部门都有明确职能。不过，假
如“国民营养行动计划”出台的话，就非
常有利了，因为这个计划有很多方面涉及
食品的内容。对于消费者来说，过去最关
心的是安全，其关注营养的需求没有被发
掘出来。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除了安
全，很多人关心应该吃什么。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是否
可以认为，如果按照食品信息交流的理念
去做，整个行业就会迈入一个新时代？

陈君石：是这个意思，但不能孤立地
讲，应该说我们各项工作都会有质的发
展。对于政府来说，将能够真正建立起各
方的互信机制，减轻工作压力；对于企业
来说，不用一天到晚去应对安全的舆论压
力，有利于企业发展；对于消费者来讲，
能得到更全面的信息，理性消费。这对全
社会都有好处。

不仅仅担心吃什么——

中国要进入该怎么吃的时代
陈君石

还在担心“吃什么才安全”吗？注
意，这一观念可能已经翻篇。中国工
程院院士陈君石认为，中国应该进入

“该怎么吃”的时代，其中的观念转变，
凝聚了他对中国食品安全与营养数十
年的观察和思考。在“该怎么吃”的时
代，应该做些什么？请听陈君石院士
娓娓道来——

民以食为天，生活中，难免有人对食品
安全产生担忧，不知道“吃什么才安全”。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今天的食品产业有
了巨大发展，食物种类非常丰富，人们热衷
于谈论美食，可以说，总体上大家吃得还是
比较欢乐的。

这两种现象一比较，会不会有点矛
盾？显然，公众过于聚焦在食品安不安全，
而忽略了食品的其他方面，从而有了偏激
的想法，这个问题值得业内人士思考。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不
可少，但更需信息交流

公众一般认为，安全的食品就是吃了
不得病，包括不造成食物中毒以及长期的
潜在影响，如“致癌”。因此，有些人认为，
带“天然、无农药残留、新鲜、绿色、有机、本
土”等字眼的食品才是安全的。而且他们
认为，既然我掏钱买了食品，生产者就有责
任百分之百地保证食品是安全的。

专业人士则从科学事实出发，试图告
诉消费者“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从语义
上来说，“风险”一词暗示了恐惧和焦虑的
感觉，无论风险大小，总归是“坏事”。而
且，公众对于风险的判断，总会有一种“不
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心理，“食品安全没有
零风险”的观念很难在公众脑海里扎根
下来。

因此，在食品安全公共传播领域，多年
来一直想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向公众传
递科学信息，使消费者不至于对食品的安
全供应、监管部门管理食品链的能力产生
怀疑，不会对食品企业能否兑现承诺感到
担心。

目前，全世界均使用“食品安全风险
交流”这一说法和理念，但“风险”交流
似乎更容易打击消费者的信心、让消费者
对食品安全更加恐惧。不交流绝非解决之
道，只会造成谣言和错误信息的滋生、泛
滥。因此，我们值得尝试一个新的理念
——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转变为“食
品信息交流”。

众所周知，消费者购买食品时，确实要
面临食品安全风险，但“吃东西”是有很大
好处的，包括营养、健康、美味等，这两者相

辅相成，单说任何一方面都不完整。所以，
尊重科学、满足公众感知的风险交流不可
少，但更需要引导公众全面了解食品的各
种信息，以此重塑消费者对食品供应的信
心，并减少政府对交流的顾虑。

业内专家就食品信息
交流达成基本共识

2016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国食品科技
学会主办、国家食药监管总局食品三司的
支持下，“食品信息交流新策略研讨会”邀
请到业内专家、企业、监管者代表等，就有

效食品信息交流的目的、目标、策略和方式
等进行交流，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

会议总体上认为，“风险”这个名词具
有天然的负面属性，容易使风险交流成为
负面信息的载体，从而引发消费者对食品
的紧张和担忧，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转
变为“食品信息交流”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与会者建议，食品信息交流就是要拓
展交流内容，它应该围绕食品的各种维度
和属性展开，包括政府为提升食品监管水
平做出的努力以及监管措施，以及食品行
业在提升食品质量和安全方面的努力；除
了提醒公众食品中可能存在的危害和风

险，也要传播食品能带来的健康益处；还要
教育公众如何正确地处理和烹调食物，避
免食源性疾病以及不合理膳食带来的健康
危害和疾病。

食品信息交流应体现
多方参与

应该说，客观分析和反思“食品安全风
险交流”存在的局限，才能真正从观念上认
可食品信息交流。

众所周知，食品安全风险是需要经过
科学评估的，是有标准和工具可依的，这就
决定了交流主体主要是科学家和政府，并
往往由其向公众单向传播。实际上，单向
传播并不利于建立各方之间的互信。食品
信息交流要以科学为基础，但更要强调政
府、企业、媒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避免各
自为战，同时要重视第三方平台发挥的润
滑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对话交流。

在过去，风险交流意味着“有风险才交
流”，风险小或无风险往往不发声，最后给
公众留下的印象就是，政府和企业只在危
机事件中被迫发声，沟通效果并不好。食
品信息交流更强调在平时积极主动地与公
众开展对话交流，重视食品生产、监督、消
费全过程的信息交流。

加强能力建设，借助新
媒体传播食品信息

当前，移动互联网及新媒体的出现给
食品信息交流带来很大挑战，也带来很大
的机遇。食品信息并非天然就能吸引公众
去了解，需要针对不同人群通过不同的传
播渠道，采取有针对性的交流策略，满足
他们对食品信息的不同诉求。比如抓住热
点，采用动漫、视频、直播等方式，多形
式、多渠道传播。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已非易事，面对内
容更广泛的食品信息交流，更需要全面的
能力提升。因此，我们需要加大资源方面
的投入和保障，比如，我们应当对官员、专
家的沟通技巧进行培训，使其能向公众自
如地解答热点问题，生动地传播科学进
展。同样，也需要媒体记者加强培训，具备
关于食品的科学知识，能够自觉地以科学
为原则传播食品信息。

总之，2015年《食品安全法》和实施条
例均加强了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重视和
要求。但目前的形势是，谣言和误导性信
息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已经超过食品本身不
安全因素产生的健康危害。解决之道就
是，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共同参与的食
品信息交流体系，尤其要发挥媒体在纠正
和缩小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食品信息
交流是一个新的挑战，相信我们在这个领
域可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

（作者系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对话工程院院士陈君石：

引导消费者全面准确了解食品信息

千年来，我国的养蚕
业者一直使用热水处理蚕
茧，以去除粘连蚕丝的丝
胶。蚕丝，或者说纯净的
丝素，最终被制成了丝
绸；丝胶却成了无人关心
的废料。

如今，华中科技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再生医学研
究中心主任王琳发现了变
废为宝的可能——用丝胶
修复人体受损的神经、软
组织和肌肤，“补完”伤病
之后残缺的生命。

“这项研究开始得颇
为偶然。”这位“80 后”女
科学家在接受《经济日报》
记者专访时说，“一位曾在
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
所求学的博士生告诉我，
丝胶的用途是一个无人涉
足的冷门领域。既然丝素
已被开发出多种全新用
途，那么，数千年来一直被
人们弃置的丝胶，很可能
是一座‘沉睡的宝藏’”。

蚕 仅 分 布 于 亚 洲 国
家，蚕丝是中国特有的生
物资源。因此，丝胶研究
属于未知领域，国际同行
不多。“我们是这个领域的
先驱研究团队，需要探索
很多未知，面临很多挑战，
这也正是有意思的地方。”
王琳说。

带 着 探 索 未 知 的 激
情，王琳和团队开始了对丝胶的攻关。通过重新
设计实验，团队首先否定了前人认为丝胶具有免
疫原性，会刺激人体产生免疫反应的结论，打通了
进一步研究的道路。

此后，王琳开始关注丝胶蛋白的优点。她发
现，丝胶具有良好的细胞黏附性、稳定的天然荧光
特性和优越的成胶性能。这意味着，它有可能被
制成在人体内自然降解的医用材料，为人体组织
再生修复效力。

“各种事故所致的外伤，都可能导致人体失
去较长的一段外周神经。为尽快修复神经，保证
肢体功能正常运转，外科医生通常会考虑神经移
植，但这样的治疗必然会在患者身上形成多处损
伤。”王琳说，如果用丝胶制成“神经导管”，这
一难题就可能迎刃而解。丝胶神经导管可以将两
个断点连接起来，让神经在导管内部重新生长。
当神经再生完成时，导管本身则基本被人体所吸
收，不必再经过手术取出。这种全新的神经修复
策略，为伤员提供了减少“开刀”的可能性，极
具医疗价值。

针对老年人群高发的脑卒中，另一种丝胶制
品也提供了有吸引力的治疗方案。脑卒中患者需
要在45至60分钟内得到救治，否则，因脑神经损
毁过于严重，患者即使活下来，生存质量也会大幅
降低。

为此，王琳的团队设计了在小鼠身上模拟脑
卒中的实验，在小鼠脑神经受到损害后，植入丝胶
神经支架，挽救濒临死亡的脑神经元，防止其功能
丧失。对小鼠的“治疗”结果表明，这种修复受损
神经的方式具有可行性。并且，神经支架的降解
产物可以促进神经细胞的代谢，避免了大量神经
元的死亡；丝胶属于多肽混合物，又可以避免炎症
反应发生，促进局部微血管的形成。所有这些机
制的合力，使受损的神经得以重建。据悉，进一步
实验完成后，这项技术将可能进入对人类志愿者
的临床应用阶段。

在王琳看来，性质独特的丝胶很可能被开发
成一种多功能的生物材料。甚至，丝胶可以制成
某些药物或细胞的载体植入人体。只要让丝胶容
器的降解速率和人体的组织修复速度相匹配，就
可以发挥出类似“缓释胶囊”的效果。

那么，这项研究成果何时能投入临床使用
呢？王琳预计，至少要十几年，“这是一种生物性
能非常好的生物材料，其研究目前还处于前沿科
学阶段。我们在做更多的拓展，争取将其应用到
再生医学领域，实现制成人工器官，修复人体组织
的最终目标”。

为表彰在可再生医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卓越
成绩，日前，王琳获得“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她
致力于再生医学研究，开创性地发现蚕茧的组成
物丝胶可以修复人体受损的神经、软组织和肌肤，
并将丝胶与其他自然界的生物材料结合起来，拓
展其应用的新领域。”这是组委会给她的获奖词，
也是对其探索未知领域的充分肯定。

面对荣誉，王琳很淡然，“我从小随父母去德
国，后去美国留学，回到祖国搞科研，是希望通过
自身研究造福同胞。在我国，特别是农村地区，脑
卒中病人不一定会得到良好的救治和复健训练。
对丝胶的开发利用将可能提供相对低廉高效的治
疗方案，也为丝胶找到变废为宝的出路”。

用丝胶修补断裂的生命

本报记者

陈

颐

王琳正在用显微镜查看神经细胞。
本报记者 陈 颐摄

◀重庆市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的工作人员向

市民普及食品安全知

识。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安徽省合肥市常

青街道食品药品监督所

工作人员向小学生讲解

食品安全知识。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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