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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消费者“疑罪从有”
观察家

不在产品说明中标注出来这些问题关注
不够，只是一笔带过，说明报道没有发现
事件的关键点。而媒体真正应该向读者
□ 胡立彪
传达的有用信息，其实应该是企业未能如
关于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含有荧光剂 实告知消费者使用荧光剂这一事实，简言
的报道不时见诸媒体，让荧光剂这个学科 之，问题的关键是企业不诚实，有欺骗消
意味很强的词语变得日常化，同时也因为 费者之嫌。
报道倾向于将其归为“不健康物质”，也让
关于荧光剂的科谱知识上网一查便
这 个 听 上 去 很 光 鲜 的 词 语 变 得 暗 淡 起 知。荧光反应在自然界很常见，有些食
来。比如，有媒体在做关于一些卫生巾产 物、药物、叶绿素、细菌甚至霉菌在紫外灯
品被查出含有荧光增白剂物质的报道时， 照射下都会产生荧光反应，这称为自然荧
引用某医学人士的话——“附着在卫生巾 光，是物质固有的特性，是无害的。有些
上的荧光剂很可能进入女性子宫，并透过 荧光物质经由紫外线照射后会放出蓝光，
肌肤被吸收进体内，而荧光剂不容易被分 蓝光跟黄光是互补色，于是会让原来偏黄
解，其蓄积体内可能使人体细胞产生变异 的衣服或纸张纤维呈现洁白、亮彩及鲜艳
性倾向，
危害脏器”
。
的观感，而这些物质就是现在媒体上所指
事实上，一些报道及一些医学人士的 的荧光增白剂。显然，在荧光灯下会呈现
这种倾向性，并非基于严谨的科学态度， 荧光反应的物质并非都是荧光增白剂，很
其中有误导的成分。部分报道把大量篇 多天然成分也会有荧光反应。搞清这些
幅用在如何做试验，如何发现面膜、卫生 很重要。
巾、纸巾等产品中含有荧光剂，以及专家
需要指出的是，在动物毒性测试中，
关于“可能隐患”的说法上，却对国内法律 荧光剂并无明确显示会造成急性伤害或
法规为何对相关产品如何添加荧光剂无 是长期致癌性，而这类成分对于皮肤的刺
强制标准规定，企业为何使用了荧光剂却 激或过敏性也是相当低的，所以目前世界

各先进国家尚无将荧光剂纳入强制性管
理的规定。我国除对“可迁移性荧光物
质”
（指所添加的荧光物质会借由洗涤、啃
咬、流汗或是碰触而转移到人体皮肤或黏
膜）在部分产品领域有相关规定外，其他
亦未强制管理。至于目前有些人所认为
的荧光剂对于人体有致病性，其实是跟漂
白剂或者是跟其他结构相似的毒性化学
物质搞混了；而另有人提到荧光剂对于皮
肤会产生刺激或过敏性反应，则可能是跟
产品内同时所含的香料或防腐剂（或甲
醛）所造成的反应搞混了。
生产企业在一些日用品中添加荧光
增白剂，用意只是让视觉效果变好，让产
品更有卖相或更讨喜。根据色彩学的“猜
测”，我们是黄种人，基本肤色是黄光。如
果可以掺杂一些蓝白光的光源，
“黄+蓝白
=白”，就会出现白色透亮的感觉。因此在
洗面乳中添加荧光剂，可以出现“洗完就
白”的感觉；在美白乳液中添加荧光剂，就
会出现“擦上就白”的感觉。可是理智地
说，感觉只是感觉，皮肤本身并未得到真
正改善。或者也可以这样说，用这些化妆
品，只是视觉欺骗，自我安慰。事实上，在

防晒品、粉底甚至是 BB 霜中二氧化钛之
类粉体也有瞬间美白的感觉，但这种白比
起添加荧光物质的白感要差很多，前者物
理粉体的美白效应是白色感，没有“透”的
味道，而后者则有明显的“白透”感。
所谓需求决定市场，正是消费者有迷
恋白皙剔透这种美肤感觉的需求，才助长
了一些化妆品厂商添加荧光物质的做
法。问题是，既然依目前规范来说只要没
有检测出“可迁移性荧光物质”，产品就没
问题，消费者不必过度反应，厂家也没必
要紧张。可为什么企业不在产品说明里
标注出添加了荧光剂及添加量呢？对于
所有像荧光剂这样的“待考”物质，政府的
管理原则一般是“疑罪从无”，而消费者却
大都是“疑罪从有”的相反态度。显然，厂
家是担心消费者嫌弃。这种担心可以理
解，不过，有担心可以不用荧光物质，用了
却不明说，这种隐瞒欺骗的态度，相比添
加物可能有害健康，
更讨人嫌。
还是那句话，企业应以诚信为本。有
一是一，有二是二，千万别让消费者产生
不信任感，他们一旦“疑罪从有”，最后吃
亏的只能是企业自己。

八面来风

本期话题：
“无根豆芽”案首现无罪判决
因对豆芽的监管脱节，豆芽制发中添加“无根水”
被认为是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检测添加“6-苄基腺
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钠”被作为司法机关定罪依
据。
“ 无根豆芽”案争议长达数年，被判刑的芽农近千
人，近日首现无罪判决。公开信息显示，辽宁芽农郭林
（化名）案系同类案件中首例无罪判例。
（据 7 月 28 日澎湃新闻网）

“无根豆芽”案改判
仍需重视食品安全责任

看图说话

□ 苗凤军
毒豆芽案首现无罪判决，在法治社会的今天更有
时代意义，在此次事件中，执法部门再次彰显了责任意
识。在判决此案中，在注重法律的前提下，更注重对生
产豆芽使用的添加剂进行论证，在国内没有相关资料
确任使用的添加剂对人体有毒副作用的前提下，对案
件的判决做出了重新的调整，于是生产“毒豆芽”被获
免责的事件出现了。其事件有理有据，更保证了百姓
的合法权益，
更彰显了法律的尊严。
当然此事件的出现也让百姓有很多疑问不能破
解，那就是在同样的事件中，因售毒豆芽获刑的菜农有
千人了，为什么在今天还会出现这戏剧性的一幕，在过
去法律判决是凭借着什么依据呢？其实在过去执法部
门在这一事件中判决应该有其他因素存在，那就是在
广大媒体一致发声声讨毒豆芽的背景下，没有对生产
豆芽的添加剂进行认真的审查。再者就是，生产毒豆
芽所用的添加剂，只是行业内的潜规则，并非国家食品
行业允许添加的范围之内，因此执法部门在执法时，同
样的案件过去被入罪，也是有其情理的。并且在对待
食品安全工作中，更需要执法部门对触犯食品安全红
线的人或者单位严肃法纪。
今天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改判芽农郭
林（化名）、鲁花（化名）无罪，这说明了在毒豆芽的案件
审理过程中，更注重相关证据的严密性，让执法所做的
工作更有的放矢，更彰显依法治国理念，因此这一事件
的出现，
百姓更多的应该是点赞。
毒豆芽案件审理有了新时代意义，但是这文章还
并没有做完，如何保障食品安全，需要执法部门在执法
时有责，更需要负责食品安全管理的部门加强自身的
责任，尤其是对于生产豆芽这类事件的出现，食品安全
管理部门应该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在食品添加剂使
用过程中给于一个法定的范围，对于模棱两可的，对群
众身体健康暂时不能说明白的，更需要责任到位，毕竟
食品行业潜规则不等于法律允许范围，如果在这一问
题上，食品安全部门还没有一个法律规定，真正伤害到
群众的利益，
那才是时代最大的殇。

保健酒添加
“伟哥”危害大
□ 廖海金
随 着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 ，人 们 对 保
健、养生越来越重视。然而，往保健酒
等酒水中添加“伟哥”，是在拿别人身体
健康做赌注。由于违反食品安全法相
关规定，涉嫌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罪，日前，19 家企业被移送公安机
关进行刑事犯罪侦查。
应当承认，近年来，我国针对食品
药品安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也加大了
监管力度，尤其是 2013 年以来，先后开
展了保健食品打“四非”、药品“两打两
建”、农村食品市场“四打击四规范”等
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特别加强了对药
品、保健食品的虚假广告打击，逐渐还
社会民众一个健康、诚信、安全的饮食
用药环境。然而，仍有一些企业和非法
牟利者，不顾法律的高压态势和民众的
身体健康，我行我素，靠着侥幸心理，不
时挑衅监管，给食品药品安全埋下隐
患。
“伟哥”与保健酒、配制酒本是风马
牛不相及的两者，居然被利欲熏心者强
行捆绑在一起。众所周知，西地那非属
于口服处方药，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
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但长期不当
或过量服用，会对人体的肝脏造成严重
的伤害，并且不适用的人群较多，严重
不良反应如血压降低等可危及生命。
况且，服用西地那非不应同时饮酒，饮
酒会严重减轻西地那非的功效。毕竟，
保健酒等酒水中含有大量的酒精成分。
再说，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
西地那非。据业内人士介绍，保健酒等
酒水里添加西地那非，
虽然有壮阳作用，
但长期饮用，对心脑血管患者有极大的
副作用，
危害不可估量。值得警示的是，
在男性保健食品和酒水中添加西地那非
等，
国家明确规定对此类行为应以生产、
□ 徐建华
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一味“伟哥”，让保健酒行业近来“名
近些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
断提高，人们开始关注生活质量。由 声大噪”
食药监总局 7 月 31 日发布公告称，
此，一些不法分子便瞅准这一商机，挖
空心思地干出一些非法勾当，于是各种 有 51 家企业在 69 种保健酒、配制酒中违
各样的滋补、壮阳类食品、保健食品应 法添加了西地那非（俗称“伟哥”的药品成
运而生，
名曰强身健体，实则忽悠祸害。 分）等化学物质，并在产品名称、标识、标
酒水添加“伟哥”被查处的警示意 签上明示或暗示壮阳、性保健等功能，现
义在于：一是，但凡保健一定要讲究科 已被要求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全部在售
学，
“ 壮阳”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产品。
3 天后，
食药监总局再次发出《关于严
切不可自行服用药品、保健食品，更不
要被某些不法商家所蒙蔽。二是，市场 厉查处保健酒、配制酒违法添加行为加强
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更 酒类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通知》，要求“各
是道德经济，作为商家看重经济效益无 地要组织本行政区域内保健酒、配制酒生
严格处置工作”
以及
可厚非，但要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框 产经营企业开展自查，
架内进行生产经营，否则，最终坑害的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做到保健酒、配制酒
必是自身。三是，净化食品药品市场， 生产经营企业全覆盖，重点检查生产企业
监管部门责无旁贷，必须克服各种困难 违法添加西地那非等化学物质的行为，经
等。
积极履行职责，切实加强监管，对各种 营单位销售违法产品的行为”
作为我国酒类产品中比较特殊的一
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早发现、早查处，露
头就打，使之成不了气候。唯有靠国家 类产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完善、执法部 康追求的加大，保健酒一度成为酒业中的
门的毫不留情、健康常识的普及，才能 “蓝海”，然而它们也一直饱受批评和争
议，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保健酒的“保健
营造出安全的食品药品环境。
（作者为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食品 功能”到底如何，似乎更多的都是企业在
自我宣传，缺少权威的结果予以验证，甚
药品监管局局长）

司海英

作

非法添加让保健酒不“保健”
至对保健酒的质量安全，不少消费者也心 毒、有害食品罪。
存疑虑。
进一步来看，此次保健酒添加“伟哥”
此次食药监总局公布的执法检查结 事件，也再次暴露了食品中非法添加的问
果，让之前不少消费者对保健酒质量安全 题，这也一直是食品安全中比较重要和关
的担忧变成了现实，无疑会给处于高速发 键的一个问题。无论是曾经的“三聚氰
展的保健酒产业降降温，也能让广大消费 胺”事件，还是其他的知名食品安全事件，
者对保健酒有更多的认识，尤其是对一些 使用非法添加物往往都是“罪魁祸首”，尽
保健酒产品神奇的“保健”功能能够更加 管国家先后开展了“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和
理性的看待和认知。
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行动”等多次整治，
从食药监总局发布的公告来看，在保 但食品中非法添加物仍然屡禁不绝，甚至
健酒、配制酒中添加“伟哥”，不是一家两 成为食品安全的“顽疾”，究其原因，主要
家企业的个别行为，而是涉及到大批的企 还是有利可图。
业都在这么做，多少具有行业“潜规则”的
使用非法添加物，小则可以改变食品
特征，也由此说明保健酒行业在快速发展 的卖相，从而提高价格；大则有可能改变
和竞争加剧的同时，也面临着行业健康发 食品的功能，带来更高溢价，正是有着巨
展的问题，一些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 大的利益诱惑，很多食品企业不惜前赴后
得有利位置，不惜以身试法，甚至希望借 继，以身试法。比如此次保健酒中添加
助一粒小小的“伟哥”，来给产品、企业甚 “伟哥”，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非法添加
至是行业“壮阳”，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物来改变保健酒产品的“保健”功能，从而
毕竟在保健酒、配制酒中添加西地那非等 让消费者爱上自己的产品，自然不愁财源
化学物质，违反《食品安全法》关于“禁止 滚滚，至于产品本身的质量安全问题，在
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 巨大的利益面前，已经完全退居次要了。
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 如同真正的身体健康原因，无法仅仅依靠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的规定， 保健酒“保健”一样，依靠非法添加物来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壮胆”的保健酒行业，同样无法获得健康
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可持续的发展，毕竟对于食品来说，质量
若干问题的解释》，涉嫌构成生产、销售有 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谁让安全在
“裸奔”
□ 木须虫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电梯
已经成为了很多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可是你坐过这样的电梯吗？电
梯停靠处墙上没有任何按钮，想坐电梯得
先敲电梯门；电梯完全靠轿厢里面的人拿
着两根线控制升降。日前，这样一部电梯
就出现在四川巴中丰泽园小区一栋居民
楼内，就是这样一部电梯，被网友戏称“最
牛电梯”
。
（据 7 月 8 日四川新闻网）
所谓的“最牛电梯”并不是电梯如
何高档，而是安装中的、未经验收的电

梯便参与载人。从报道的情形看，电梯
的轿厢还没有封闭、各楼层和电梯内部
的控制系统也没有安装，电梯能够运行
靠的还是检修用的控制线路，毫无疑
问，这是相当危险的，稍有不慎就可能
引发事故。然而，这并不妨碍它的使
用。据电梯现在的业主单位，即楼盘开
发商介绍，部分业主因需要装修房屋等
原因提出要求，开发商也是为了方便业
主需求，不得已而为之。
开发商需要卖房，买房的又要快点装
修，
似乎都是合理的诉求，
然而这些都拿公
共安全当了儿戏。显然，
“最牛电梯”首先
暴露的是公共安全意识的集体淡漠，甚至

可以说是无知而又无畏。试想，如果万一
因此发生了事故，
造成了伤害，
开发商作为
电梯的业主单位、电梯安装机构作为施工
单位，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楼盘业主
切身的身体伤害，会给个人和家庭造成重
大的影响。那么，
在可能的事故面前，
房子
晚一两个月装修真的还那么重要吗？
祸患积于忽微，用血凝聚的教训比比
皆是。但是，现实中一些可见的公共安全
隐患，通常被人孰视无睹，皆因一份侥幸
心理。
“ 最牛电梯”的个例恐怕也是如此，
电梯安装单位也好，电梯的业主单位也
罢，但凡有谁有那一丝敬畏和责任意识的
话，对业主的所谓需求说声不，
“ 最牛电

梯”只怕也不会
“裸奔”了。
当然，公共安全意识不仅只是对人主
观思维的诉求。从安全常识到标语式的
安全口号不胜枚举，人们最熟悉的如“宁
停三分，不抢一秒”，它们不再空洞是因为
来自于规则的约束。相比较而言，人们对
于电梯安全的认识，还远没有达到交通安
全的地步。
“最牛电梯”何以敢“裸奔”？一
言以弊之，还是安全意识的缺失和监管约
束力不够。电梯的生产、安装、管理、使用
诸方需要厘清各方面的责任与义务，同时
针对诸多安全隐患可能发生的环节，设计
有效的规则加以约束，促进管理，加重处
罚，防止安全的
“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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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判决
是对科学的尊重
□ 符向军
“无根豆芽”涉案争议长达数年，被判刑的芽农多
达近千人，作为首例无罪判决，该案意义重大，影响深
远，不但从法律上给多年争议画了个休止符，也起到示
范作用，让许多尚在彷徨等待中的芽农看到了准星，让
一些被取保候审的“无根豆芽”案嫌犯看到了希望，也
让“无根豆芽”安全性“尚无结论”的科学判断，得到了
司法的尊重和认可。
长期以来，因对豆芽的监管脱节，
“无根豆芽”被认
为是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检测出含有“6-苄基腺嘌
呤”和“4-氯苯氧乙酸钠”被作为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
依据。但迄今为止，并无科学证据表明这几种物质有
毒有害。相反，农业部农产品质量风险评估实验室（杭
州）及地方政府曾出具评估报告，为其安全性背书。
5 月 5 日，食药监总局、农业部、国家卫计委联合发
布公告，
称豆芽生产过程中使用 6-苄基腺嘌呤、
4-氯苯
氧乙酸钠、
赤霉素等物质的安全性
“尚无结论”
。同时也
明确
“监管红线”
称，
“禁止豆芽生产者使用以上物质，
并
禁止豆芽经营者经营含以上物质的豆芽。
”
可见，
禁止使
用、经营是一回事，是否不安全、有毒有害是另一回事，
“无根豆芽”
本身不是
“有毒有害食品”
的符号。
因此，是否符合《刑法》第 144 条、
“两高”司法解释
第 9 条、第 20 条规定，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不能仅凭“无根豆芽”外观或其中检测出的 6-苄基
腺嘌呤和（或者）4-氯苯氧乙酸钠等来判断，
不能在
“有
关部门公告禁止使用的物质”
和
“有毒有害物质”
之间简
单地画等号。这样的逻辑推理并不成立，不符合“以事
实为依据”
的法律原则，
也缺乏实证、
理性的科学精神。
诚如斯言，
“安全性没有定论，就不应认定是有毒
有害，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无论是葫芦
岛市中院发回重审的刑事裁定，
“该 3 种物质的安全性
尚不清楚，对人体能造成何种危害不清，故将本案发回
重审，请查清后依法判决。”还是连山区人民法院的重
审判决，
“3 种物质的安全性尚不清楚，故二被告人行
为应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都体
现出对司法裁判的应有严谨和对自然科学的敬畏，以
及“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让不让用是管理问题，
是否有毒是科学问题，
违反
行政规章与触犯刑法不能等同”
，
这是法律应有的科学态
度和逻辑理性，
也是刑法谦抑性的必然要求。
“无根豆芽”
案无罪判决，
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律对自然科学领域的
应有尊重，
是司法对行政违规与刑事犯罪分野的清醒认
知，
彰显了科学、
理性的精神，
也给世人闪亮启示。
不因循司法“旧习”，不受制于行政禁令，充分尊重
科学，
谨慎判断、
把握食品安全的边界，
依法独立行使审
判权，
作出公正裁判，
既致力维护
“舌尖上的安全”
，
又保
护菜农的合法权益不轻易受损。
“无根豆芽”
案的无罪判
例表明，
“以审判为中心，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
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的诉讼制度改革，得到了推
进落实，
这是司法的进步，
也是法律理性的应有回归。
印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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