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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缘起
起初他们在婴儿奶粉里掺三聚氰胺，
我还没有养孩子，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在火腿肠里掺瘦肉精，
我不怎么吃火腿肠，我仍不说话；
此后他们使用地沟油，
我很少在外吃饭，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使用牛肉膏，
我决定不吃牛肉了，但还是不说话；
最后，我依然被毒死了，
但没人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因为，后来大家都被毒死了。
开始关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是从三聚氰胺事件开始的，当时非常震惊，也很生气，但因尚未
成家，没有孩子，所以并不觉得和自己的生活有太大的关系，只是远远的围观。苏丹红、地
沟油被曝光时，同样觉得是小概率事件，认为这些有毒食品应该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直到
一个月前，我读到一条新闻：
《多地曝用牛肉膏制造假牛肉 多吃致癌》。那一刻，五雷轰顶。
研二末时，我专心论文，那几个月的作息非常不规律，总是赶不上食堂的饭点，于是习惯了
叫外卖，是学校后门某处的一家餐馆。我最爱铁板牛肉盖浇饭，经济实惠——不到 10 元却
有大块的牛肉。室友不时劝阻我，说牛肉是假的。我颇不以为然，还笑他杞人忧天：世上怎
么可能会有假牛肉呢？店家难道当食客是傻子吗？如果是假的，我难道吃不出来吗？牛肉就
是这个味啊。再说了，他拿什么来冒充牛肉？
读完这篇新闻，我一言不发，奸商们的创意和胆识不可战胜。特别是读至这一段时：
“专家
指出，食品添加剂（牛肉膏）在一定安全剂量内食用，并无危害，但若违规超量和长期食用，
则对人体有危害，甚至可能致癌”
，我是多么想用咆哮体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啊！！
！有木有！！！
！
那一刻我似乎能够理解珍珠港及 911 时美国民众的感受了。
我自以为身为大学生，只要身处校园，饮食上洁身自好，不吃路边摊、烧烤、麻辣烫，那么
有毒食品即使存在，也与我无关。自以为大学如同象牙塔一般，把社会的一切恶都隔离在外。
但那一刻，这种天真的想法顿时灰飞烟灭，我们被伤害的容易程度其实比自己想象的要容易
得多，可谓防不甚防，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奸商太狡猾。同时我也意识到永远不要对他人的
苦难无动于衷，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不是你。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
欧洲就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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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约翰〃多恩
因此我决定要有所作为。之前不明真相，所以吃致癌物吃了大半年，算是跳进了火坑，但现
在既然察觉了，就应该大声疾呼，让身后的人绕过这火坑，并让他们知道路上的火坑有多少、
隔他们有多近。我觉得但凡关注自己身体及生命者，皆会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他们之所以不
在意，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形势有多严峻，也许只有当大部分人清楚自己的处境后，事情才会
有改变的可能。
需要澄清的是，调查期间，得知关于“牛肉膏”事件，果壳网·谣言粉粹机云无心第一时间
发布了辟谣文章《猪肉变牛肉——被妖魔化的“牛肉膏”》
，认为“不能仅仅因为它（牛肉
膏）是‘添加剂’就认为它有害，甚至用‘慢性中毒，畸形甚至可能致癌’来吓唬公众”
。
随后《南方周末》也有《广州工商局：牛肉膏未被国家禁用算合法》的报道，谢谢云大侠及
南都，此事算是虚惊一场。
但我并未因此放心，我觉得对食品制造业应该一直持有“有罪推定”的态度：厂商既然连在
食品种类上都能作假，又如何保证他们使用的添加剂、生产环境是合格的。合格的牛肉膏可
能不致癌且无害不假，但如果奸商们使用的是来自黑作坊生产的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
同《牛肉膏现身广州 工商局“合法论”被指偏激》的观点。
另外，当江湖盛传某某剧毒、某某致癌、某某辐射时，建议各位及时访问谣言粉粹机（点这）
和方舟子的博客（点这）以获取更靠谱的解读。当然，有时这两位大侠的观点也会不一样，
请自行取舍。

二、 行动
不管“牛肉膏”事件算不算虚假一场，但当时的确是把我吓住了。于是我搜索了下近些年来
各媒体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曝光新闻，结果是触目惊心，匪夷所思。鉴于我有重度的网络依
赖症，每天超过 8 小时在线，以阅读资讯为乐，但纵使如此，这次查到的大部分新闻我从
未读过——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可以理解。于是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个资料汇总，把能
搜集到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新闻做一个数据库，呈现给公众，让大家意识到我们的处境。并
随后分析这些新闻，描述趋势、总结规律。
我征集到了 33 位志愿者，经过 17 天的通力合作，我们共查阅相关报道近 17268 篇，约计 1
千万字。从中筛选出 2107 篇报道，制作了 2849 条记录，并为每篇报道提取了包括事发地、
涉及食品的种类、对人体有害的原因等在内的关键词，以方便统计及查询，并制成数据库：
【1/3】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2004-2011）
》，随后我又撰写了
【2/3】
《易粪相食：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调查（2004-2011）》与本文：
【3/3】
《掷出窗外：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我们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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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2004-2011）
》
（点这）的价值不仅在于首次以黑心食品为
主题大规模搜集近年来各地的新闻报道，让不少鲜为人知或熟视无睹却又与公众生活息息相
关的报道重见天日；更在于每篇新闻都按统一规范提取了关键词，如事发时间、地点、食品
名、有害原因、类别等等，便于检索与统计，而且公开的平台，开放的下载亦为感兴趣的研
究者在本次调查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提供了便利。
一个数据搜集完全、更新速度及时的新闻报道资料库，仅靠我个人或一个团队是难以维系的。
在小白同学的技术支持下，我把资料库发布在网上。发布版搜集的最后日期是 2011.5.31，
此后的新闻报道尚未收录。为了让这个资料库成为一个时代食品安全新闻报道的见证，方便
后来者进行查询与研究，我希望电脑前的您，能够加入我们：当您读到一条曝光食品安全危
机的新闻时，希望您能将标题与链接添加进本资料库，入口地址在这里。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调查及本资料库不为所搜集的新闻报道事实的真实性与观点的准确性背
书，本人既无食品安全学的专业资格亦无足够时间和精力，因此只能保证搜集到的报道皆出
自正规媒体，且转载于主流网站。

三、 易粪相食
孔子著《春秋》
，至获麟而止；后学效颦，至易粪相食而知止。
“
在学校食堂吃饭，
吃第一口，感叹，
哇！太难吃了，天底下还有比这更难吃的菜吗？
继续吃第二口，
啊呸！还真有。
”
这大概就是我在做此次调查时心态的真实写照，每当我读到一条超越我想象力和道德底线的
黑心食品新闻时，总是感叹，太假了吧，还有比这更恶心的事么？然后继续统计，不多久就
又读到一条，啊呸，还真有。但是当我读到下面这条时，我觉得没有必要比较了：最恶心的
已经出炉了，但还是强忍着恶心继续查阅，果然也再未有超越者。而此文所反映的恰巧就是
我们当下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最真实写照，这篇新闻就是，当当当党，《东莞作坊用化
粪池水熬地沟油 原料残渣有卫生巾》
（2011.5.10）
，点这里查看原文。
看完新闻是不是很庆幸自己没住在东莞？千万别这么想，一则市场经济环境中商品可以自由
流通，在海外都能随处买到 MADE IN CHINA，何况国内，新闻只说了产于东莞，有没有
说仅售于东莞；二则我又赫然发现这条新闻：《重庆掏粪工掏扒生活残渣提炼地沟油》
（2011.4.11）
， 已无力评论。
读史书经常会读到“易子相食”
，说的是遭遇战乱或灾荒或粮食拿去支援兄弟国家或用于酿
酒时，老百姓家无余粮，那些“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人先饿死了，剩下的人开始“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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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路人吃完了就开始吃家里的人。但毕竟是自家的孩子，下不了口，于是便和邻居家交
换，吃“别人家孩子”
，把自家孩子换给别人吃。这是个残忍的选择，让人悲痛且无奈。
我不曾想到，这样的悲剧其实离我们一点也不遥远，它就发生在当下，应被称为“易粪相食”
。
而更让人愤怒的是，这种情形的产生并非如古人那般为形势所迫，而是完全自找的。最早见
到“易粪相食”一词，是在五、六年前， “猫眼看人”论坛，一位网友评述层出不穷的有
毒食品案件时如是说，这个词是如此的经典以至于我只瞟过一眼就牢记在心了，可惜当时没
有注意原作者。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以为这个词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直到这次我读到
这两篇新闻，我才发现，这居然是写实！！
！
如果把《重庆掏粪工掏扒生活残渣提炼地沟油》变成标题党，那应该是：“你们家炒菜用的
油，可能提取自别人的粪便。
”不知你看到这句话时是否有点恶心，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
的。或许换个思路你会好受一点？这导致的另一个事实是：
“你的粪便，可能成为别人家炒
菜的油。
”
等会，我想吐会先。
因此我毫不犹豫的将“易粪相食”作为了本次调查报告的标题，它准确的反映了中国食品安
全的现状：没有谁是孤岛，没有谁能置身事外，即使你本人就是有毒食品的制造者。有这么
一段话，你可能够猜出其出处？
“
我不会吃的，打死我都不会吃，饿死我都不会吃。
”
这话并非出自节食减肥的少女，亦非出自绝食的抗议者，而是“染色”馒头的制作者（点这）
。
当记者问他：
“
你自己做的东西你不吃？
”
他的回答是：
“
我自己做的东西我知道能吃不能吃，好吃不好吃，里面加了色素的，不能吃。
”
这句对白让我既可气又可笑，既可叹又可悲。何谓“易粪相食”？就是每种食品的生产者都
清楚自己制作的食品是垃圾（以此观之，西式快餐真不能算是垃圾食品），因此绝对不吃。
但问题在于，你可以不吃自家的馒头，但你总要吃别人家包子，打别人家酱油，喝别人家奶
粉吧。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新闻中，我都多次听到，某食品的生产者自己及其家人从来
不吃自己生产的食品，每次听到他们沾沾自喜的口气，似乎在庆幸自己躲过一劫时，我总是
悲从中来。这些奸商不仅没有良心，也没有智商：你以为天底下就你一个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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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个别现象，需要反思的是整个群体，黑心食品的制造商们是一个多么逐利而又短视的
群体，而每个对此沉默的旁观者都是有罪的，会因此付出代价，或者说正在付出代价。我们
陷入囚徒困境：只有彼此信任才会有最好的结局，然而大家却都选择了损人利己，看似利己，
但当每个人都这么选择的话，这场博弈没有赢家，大家都在“易粪相食”。
是我们已经对食品问题麻木了，不在乎了么，觉得是死是活就那么回事了，就算“易粪相食”
也无所谓了么？如果真是如此，我倒也没有必要费心做这份调查了，独善其身就好，大不了
乘桴浮于海。但问题在于事实上又不是如此啊，他们并不是不在意，只是没有说出来，他们
默默的在用脚投票，他们懂的。
《伊利母婴营养研究中心：参照西方标准的配方奶粉明显不适合中国宝宝》
《内地家庭在香港抢购奶粉爆发冲突 5 人被捕》
《香港部分超市因内地客抢购奶粉发出限购令》
《澳门因内地客抢购奶粉拟出台限购令》
《新西兰奶粉限购令 导致部分代购店断货》
。

四、 掷出窗外
为何食品安全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是历史的原因？还是文化？还是道德缺失？还是制度？
一次和几个好友餐叙，席间说到了这个问题。一好友说，假牛肉事件曝光后，她们家表示情
绪稳定、对生活影响不大，因为她妈妈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在清真肉铺购买牛肉，那里的牛肉
肯定没有问题，肯定不会用猪肉涂牛肉膏变成牛肉，
“因为他们有信仰”。对此，我深以为然，
这是一位好聪明的母亲。目前就我所知的资料，真没怎么见到清真食品出问题的新闻。
顺带说一句，这一个月来我忙着做本次调查，多次错过食堂的饭点，为避免悲剧重演，我不
敢再叫外卖，以免某天出现《昨日本市一调查食品安全的大学生食物中毒被送医院》这样的
新闻。于是我果断选择了学校旁的兰州拉面馆，虽然我是南方人不喜面食，但为了吃得放心，
我忍。
那位好友的母亲似乎也一语道破了之所以国内食品安全问题屡出的天机。要知道，传统社会
也有奸商，但他们至多是缺斤少两，应不至于在食品中掺毒物以卖个好价钱——这与谋财害
命何异？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多少会相信“抬头三尺有神明”，相信“积善人家庆有余”
。
然而人心不古，这种传统、朴素的价值观似乎被我们遗忘很久了。当一个社会愈物欲横流，
而监管与惩罚又不够时，身处其中的个体逐利便会愈不择手段，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
：
安分守己做良心生意的利润远不如坑蒙拐骗以次充好的，不久便被市场淘汰，这样，笑到最
后的总是最昧良心的。
信仰缺失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一则我不相信信仰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二则就算能，那让这个
民族恢复信仰，也只能是“家祭勿忘告乃翁”的事了，在当下于事无补。因此在我看来，中
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或者说可行的解决办法，是意识与制度：公众的危机意
识与食品产业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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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欧洲退货回来的火腿，已经长了白色霉菌，公司把它切碎，填入香肠；商店仓库存放
过久已经变味的牛油，公司把它回收，重新融化。经过去味工序，又返回顾客餐桌；在
香肠车间，为制服成群结队的老鼠，到处摆放着有毒面包所做的诱饵，毒死的老鼠和生
肉被一起掺进绞肉机。工人在一个水槽里搓洗油污的双手，然后这些水再用来配置调料
加到香肠里去，人们早已经习惯在生肉上走来走去，甚至习惯在上面吐痰。
”
是不是看上去很眼熟，但请注意，这并不是在讲中国。“1906 年，作家厄普顿・辛克莱
（Upton·Sinclair）根据其在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厂的生活体验写成了纪实小说《丛林》
（The
Jungle）
”
（一译《屠场》
）
，上文便摘引自其中。由此看来，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由清教
徒建立、被称为世界民主灯塔，以自由市场而著称的国家，一个世纪前，其食品生产行业同
样处于“丛林状态”
。
这本书被时任美国第 26 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读到，他边吃早餐
边读，突然“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
用力抛出窗外”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 read the book and reportedly threw his
breakfast sausage out the window）
，他随后与辛克莱见面，推动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
法》
（Pure Food and Drug Act）
，并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雏形。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便是大名鼎鼎的 FDA，被称为“美
国食品安全守护神”
，它的认证是一块“金字招牌”
。在我看来说 FDA 是全世界人民食品安全
的守护神也不为过，它对食品安全的意见是这个星球上最权威的。插一句，致力于把中医推
广到全世界的朋友们对这个组织应该不会陌生，不共戴天啊。
因此以史为鉴，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对比一个世纪前的美国，我们没有任何借
口：食品安全问题与信仰无关、与文化无关、与历史无关、与资本流通无关、与商人逐利无
关、与自由市场无关、与政治制度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我们不该把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
食品安全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是因为民众缺乏危机意识，是因为我们没有健全能有效惩
恶扬善的制度。
但转念一想，有时复杂问题简单化又会有管中窥豹之感。读罢搜集到的新闻，我无比震惊，
震惊的不仅是那些食品制造者的无良与想象力，更是这些新闻其实俯仰皆是，唾手可得，但
人们却很少去留意，或者即使留意了，也很少愤怒。
关于这点，我想特别声明的是，就事论事，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中国媒体从业者的勇气和责
任感毋庸置疑，而管理者的容忍尺度同样值得赞许。在这个领域，赤裸裸的新闻遏制、行政
干预并不多见，当然，这可能也与黑心食品加工商实际上在食物链的底端，尚无能量与意识
去摆平曝光新闻有关。总之，将悲观的现状完全归咎于新闻自由度是不公平的。
”
曝光食品安全问题的新闻不仅很多，还能轻易的获取。我非常认同 virushuo 曾说过的
这么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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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给我们的最大价值，除了信息流动加速，就是信息永存。当我写完这篇 blog，
发布在我的 blog 上，按下“发布”之后的几分钟，各种蜘蛛就会蜂拥而至，把这篇文
章复制若干次，存在这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文章即永存。无法被某个组织控制或删除，
也无法阻止其流动。公关公司不行，某个国家政府也不行。孙云丰的言论，和百度其他
员工的言论，也将和这篇文章一样，被永存，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热爱 Google
的原因。
现在，我要按下发布按钮了。
”
拜互联网所赐，今天我坐在寝室，就能轻易的以关键词搜索获取几年前的相关新闻。那些报
道，一旦发布，并上传至网络，就永远不会消失，而且，永远能被随时找到。同时互联网也
联系起了志同道合的人，没有这两种便利，难以想象我和我身处各地的朋友们仅用一个月的
时间就能完成数据搜集。
根据目前搜集的新闻报道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在食品安全问题上，那些有责任感的媒体人做
的已经够多了，相关的的新闻、报道，可以很容易的获取，且读者甚众。但问题在于，这些
读者似乎读过就算，仅此而已。我更好奇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
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
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
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
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
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
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
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
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
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
龙应台先生讲的是台湾，1984 年的台湾，请不要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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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生气的民众要反思，还有人同样需要反思。不过不同的是，他们不像罗斯福，他们从
不用担心餐桌上的问题，因为他们有“特供”
。
《南方周末：
“低调”种菜》
，
《搜狐专题：
“60
年来的‘特供’
”
》
。
“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汪经理透露，除供市场外，每周还给湖北省委机
关食堂送一次鹌鹑蛋，每次几十件，已经送了三四年。
同是湖北，京山轻机集团国宝桥米有限公司生产的桥米部分以团购形式提供给省政府、
粮食局、农业厅等政府部门。桥米是湖北京山县独产的大米，质量上佳。
”
我是 2000 年进入县城的一中就读高中的，毫不意外，学校食堂的伙食并不合我胃口。但学
长们表示，其实与以前相比已有较大改善，因为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几年前，学校食堂
愈来愈过分，今天卖不掉的第二天再卖，口感奇差，难以下咽。学生们忍无可忍，其中的活
跃分子串联了各个班级，终于有一天，大家去食堂购买了早餐后，把油条、大饼全部扔在了
教学楼前的空地上。学校大怒，但法不责众，此事不了了之，随后伙食的确有所改善。这个
故事让我激动了很久，也许当时的场景并没有像我在脑海中想象的那么气势恢弘：漫天飞舞
的油条大饼如雪花般，但这个场景的确是早期我对“非暴力不合作”的直观理解。插一句，
有段时间经常读到“无代表不纳税”
，这个句型导致我对“非暴力不合作”有了另一种理解，
罪过罪过。
我很钦佩当年的那些学长们，他们的勇气、智慧和责任感仰之弥高，我恨不能早生几年，和
他们坐在一起。虽然他们的故事今天看来更像是一个传说，虽然他们的故事如今已没有多少
人提起，但总会有有心人记得的，总会有继承者发扬的。我为身为你们的学弟感到骄傲。
学长们把油条从教学楼上扔下与罗斯福把香肠从白宫窗户扔出，相隔百年，相距万里，但在
我看来却是异曲同工：他们把早餐“掷出窗外”，他们在表达不满。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
那应该是因为他们相信，
“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事情不会自己慢慢变好，需要外
界的动力与刺激。对此，老罗曾给出过一个精彩的例证：
“
过去我住的新小区冬天取暖达不到规定温度，我和一些小区论坛的刺儿头一起天天去折
磨物业和开发商，一个月后他们终于崩溃了同意加锅炉，后来大家就不冷了。再后来我
就看到一达人在小区论坛说，最近屋里好温暖啊，其实大家不必整天抱怨的，要相信生
活会慢慢变好的－－有感于“你们怎么总是盯着阴暗面啊” @罗永浩
”
我们大多数时候是那个在小区论坛写男默女泪，写淡淡的忧伤，写 45 度仰望天空内牛满面，
写一刹那，繁华落尽，再回首，往事如烟，然后不时感叹生活在慢慢变好的人；但是，在有
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做个刺儿头，说些让人不高兴的话，不是想做，而是不得不做。
复习考研时我才知道历史上有过两次“掷出窗外事件”
（Prager Fenstersturz）
，两次都发生
在布拉格，为波希米亚人对罗马教廷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反抗，分别发生于 1419 年与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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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波希米亚人果然很有小资情调，抗议都抗议的这么有创意，第一次他们“冲进新市政厅，
在群众的鼓噪煽动下，活活地将市长及市议员共 7 人自新市政厅的窗户扔向楼下一大群手持
长矛的抗议者”
，第二次他们“冲进布拉格城堡，以侵害宗教自由的罪行将两名帝国大臣及
一位书记官共 3 人从窗口扔出”。两次“掷出窗外事件”分别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胡斯战争
(Hussite Wars)与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影响了欧洲历史发展的轨迹。在我看
来，罗斯福总统之举同样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谓第三次“掷出窗外事件”：扔出了
一根香肠，换回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与 FDA。
鉴于此，为表示对先行者的尊重，以及对中国食品安全美好未来的信心，本调查报告发布的
网站取名为“掷出窗外网”(www.zccw.info)。
“掷出窗外”，我想，应该是每个人面对食品
安全危机应有的态度。

五、 中国食品达尔文奖
统计资料时，看到奸商们的离奇行径，总是会不时感叹：这样也行？！！
！渐渐的就有了个想
法，我要给他们评一个奖，来告诉世人，在利益面前，创意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谢谢温迪·若斯科特，这位获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生物学学位的纽约时报畅销书
作者，他致力于搜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此类故事，并最后创建了达尔文奖网站
(www.DarwinAwards.com)。其评选的“达尔文奖”（这套图书的中文版可以在这里购买，
居家旅行必备啊）
“旨在纪念这样一些人：他们通过愚蠢的方式毁灭了自我，大义凛然地把
自己从人类的基因库中永远抹去，从而保证了人类长久的繁衍。”
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把生物进化的机制称作“自然选择”，选择的结果是“适者
生存”
。人类进化至今，已是经过选择了，但时至今日，仍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缺乏常识，“以
一种愚蠢非常、白痴至极的方式将自己杀死”。
“达尔文奖”认为这些人的自取灭亡“明显改
善人类基因库质量”
，他们牺牲了自己，把自己从人类基因库中抹去，确保了人类物种的长
期生存；既然他们“以单纯实诚的行为目的以及自我牺牲的伟大精神毁灭了自我，也因此有
资格享受达尔文奖的光环与荣耀”
。
简言之，在我看来，
“达尔文奖”就是授予那些笨死的人。那些人因笨而死，被剔除出人类
基因库，使得活着的人越来越聪明，从长远来，有利于人类这一物种的延续。举个例子，一
个恐怖分子“寄出了一封炸弹邮件，却没有贴上足够的邮票，于是邮件被送还，而打开信件
的正是他自己。
”
在“达尔文奖”的启发下，我决定设立“中国食品达尔文奖”
(www.DarwinAwardOfChineseFood.com)，用以评选那些“旨在消灭中国人的中国食品”，
投票地址点这。
“中国食品达尔文奖”的奖金是人民币一块四（￥1.4）
。
考虑到实际情况，
“中国食品达尔文奖”的奖金及奖状将颁发给首家曝光该类食品的新闻媒
体，谢谢你们的专业素质。如果难以确定，奖金将进入奖池，累计到下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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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数据搜集的参与者给出了候选名单，我从中提名了 10 种。最后将会通过投票的方式决
出获奖者，投票时间为（6.17-9.11）
。
。

六、 可告人的目的
这是一个奇怪的传统：当大家听到不同意见时，第一反应并不是思考你说的对不对，而是去
想你是谁？你为什么这么说？动机何在？你想替谁说话？这种传统其实不太好，而且其产生
的历史也并不悠久，至少我父母告诉我，他们那辈人年轻时下面的这段话能倒背如流：
“
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
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
你看，至少当时应该不会先问“你是哪个媒体的？”这样的问题。虽然这不是好的传统，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测，同时也出于文责自负的考量，我还是自报家门下。吴恒，硕士三年
级，在读，专业是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
，本科专业是空间信息科学（Space
Information Science）
。虽然两门专业都是打酱油路过，但专业给予我的学科训练及思维模
式在做本次调查以及撰写调查报告时都体现出来了，果然，
“拿了桔子跑啊”，
“法国就是培
根”啊。
同样必须说明的是，此举纯属个人行为，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与学校无关，也不属于任何项
目课题，亦无受到任何组织与个人的资助。仅是一位大学生，利用自己的专业所长，想承担
一点社会责任而已。调查报告的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关注食品安全问题，齐心协力将其改善。
因为报告撰写人的专业所限（非新闻传媒类，非食品安全类），加之资料搜集、整理的时间
有限（33 人，一个月）
，加之又是学生，社会经验有限。因此撰写的报告可能会多处硬伤，
望不吝指教。本调查的初衷与定位本非学术研究，仅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公众重视，让
更多真正有专业资格的人参与其中。
做这个调查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相反，有的都是“可告人的目的”，并希望广而告
之，因为只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群策群力，下情上达，事情才有改善的可能。
“国家是我们的国家”
，我与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生于兹，长于兹，我们不关心，谁关心？
也许这份调查报告一如此前的诸多新闻报道一样，似在湖心扔下一粒石子，激起了几片水花，
但随后恢复平静，像什么也没发生。但这种结局对我来说并没觉得太有所谓，我曾努力过，
就已足够。很多年后回顾时，我可以坦然的告诉自己，当我们面对有毒食品的威胁时，我曾
力所能及的和我的朋友们一块做过点什么。
我没有那么聪明，想出破开铁屋子的方法，但至少我尝试着叫醒那些熟睡或装睡的人，因为
我想，如果醒的人多了，也许他们能聪明到想出办法。区区一介书生，人微言轻，身无长物，
现在能做的，大概也只能是整理下故纸堆，总结些经验，让读者“鉴于往事，资于治道”
，
避免历史重演。如果读此报告的读者中有一、二人将来有机会能成为政策制定者，希望您能
以“身在公门好修行”的心态来应对针对普通民众的食品安全危机，这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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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致谢
没有这 33 位志愿者陪我一路同行，这份调查报告是不可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的。我
想说的是，能与你们并肩作战，我倍感荣幸。你们辛苦了，做本次调查的数据搜集工作不仅
要有强大的心，更要有强大的胃。感激你们的信任以及你们投入其中的时间与精力，希望这
份总结报告能让你们觉得付出是有价值的。
谢谢小白同学的技术支持，对于展示调查报告的这两个网站：“掷出窗外网”与“中国食品
达尔文奖网”
，我的能力只够把它们做成 txt，是你把它们变成了 exe。
（此处省略 148 字）
谢谢 Yoga，是你教会了我使用 Excel 的数据透视表。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
1749-1827）曾说过，
“对数”的发明缩短了计算时间，“在实效上等于把天文学家的寿命延
长了许多倍”
。同理，数据透视表在实效上等于把统计数据者的寿命延长了许多倍，不然按
我以前只会复制粘贴排序查找的水平，估计现在还在整理数据呢。祝你工作顺利，I am
missing you, all of you.
谢谢彭彭在时间上的支持。快到你的生日了，就把这份调查报告献给你吧。嗯，这样以后想
让我请客时，请先在资料库中用关键词搜搜，确定没有问题了，确定还有胃口的话再跟我说
哦^^

免责声明
本次调查及本网站没有接受到、也没有计划去接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捐款。我也没有支付给
协助本次调查的志愿者们任何报酬，感谢他们的古道热肠。
本调查报告所引用的资料均已注明为引用，引用部分均来自于国内外正规媒体，其中部分注
明了出处，未注明者皆附有超链接，便于查阅，为行文方便故省略之。未注明引用或未署名
的部分，包括图表和文字，皆出自笔者本人，由笔者承担其可能引起的责任，而与其他参与
者无关。
2011.6.12
如果您对本次调查或调查报告有任何建议或意见，可以在这里留言，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
系到我：
吴恒
推特：@iwuheng
微博：weibo.com/iwuheng
豆瓣：www.douban.com/people/iwuheng
博客：blog.sina.com.cn/iwuheng
人人网：wuheng.renren.com
Facebook: facebook.com/iwuheng
MSN：wuheng1219@liv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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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出窗外：面对食品安全危机，你应有的态度》

关注中国食品安全，关注掷出窗外网 www.zccw.info

E-mail：adhere1129@gmail.com
“现在，我要按下发布按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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