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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就是保证
从源头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并且
保障事故逐级倒查，责任到人的制
度设计。但是，实际操作过程并非
概念那么简单，需要大量资金、技
术、人力等多方因素的协调融合。
随着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普及
试点，我国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建
立已见雏形，从雏形到成熟，需要
一个阵痛的过程。

追溯体系需民众深刻认知

【事例点击】在人民路某大型连
锁超市，老百姓争相购买的仍是普通
的蔬菜，置在一隅的高档货柜内摆放
的蔬菜全部贴有可追溯标签，这些蔬
菜看上去色状更佳，只有少数消费者
驻足观望。正在采购的刘阿姨告诉
记者：“这些菜都贵出好几倍，除了好
看，我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记者观察】记者随机采访了
12 位消费者，只有两人能模糊说
出追溯体系的概念。据了解，食品

安全追溯体系目前在北京、上海、
江苏等发达省市试点，西部不发达
省份基本没有实现。我省在 2014
年食品安全工作要点已明确提出
启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建立。
据悉，今年郑州市将有包括大中型
饭店、职工餐厅等在内的 200家餐
饮单位纳入该体系。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的目的就
是让老百姓安全放心消费。但是
当前一些企业面临着左右选择，建
立追溯体系需要成本，企业把成本
追加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不买账；
如果放弃追溯体系的建设，企业发
展也会受限，并且或面临行业洗
牌。业界人士表示，建立追溯体系
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保障食品
安全的不二选择，但是建设的目的、
意义和相关专业知识亟须向公众
普及，以此影响消费习惯和方式。

食品安全追溯需法理设计

【事例点击】某婴幼儿奶粉专

营店内，为孩子购买奶粉的王妈妈
显得很苦恼。她在某品牌奶粉包
装上扫二维码，显示的信息仅仅是
产品名称、生产批次和生产日期
等，简单的信息构成使她心里犯了
嘀咕。于是又通过官网查询相关
信息，这次显示了发货地址，检验
员等相关信息，但原材料构成信息
仍然没有。王妈妈说：“这样的追
溯体系不具有参考价值，对此失
望。”

【记者观察】记者连线常年
从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研究的
山东省标准化学院相关人员，据
介绍，我国食品生产、加工、经营
者的法律意识淡薄，比如产品无
标识、信息不充分，甚至标签乱
贴等情况，不仅破坏食品安全保
障环境，更会失去消费者信任。
因此，这一切都需要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范和制约。同时也
表示，婴幼儿奶粉因为有些原料
是国外进口，因此也很难做到全
程追溯。

据悉，我国新修订的《食品安
全法》有望今年年内出台。《新食
法》将提高食品安全门槛，加大惩
处力度，并且将加速推行食品可追
溯制度以及质量安全授权人制
度。婴幼儿配方乳粉、乳制品、肉
制品等行业已率先推行可追溯制
度，然后在全国逐步推开。

政府和企业需合力进行

【事例点击】记者在某肉类品
牌的直营店里拿出手机扫一扫，不
论是分割肉区，还是包装精致的

“肉盒”，都能详细的查出出厂和配
送日期，切割员和检验员的详细信
息，店主告诉记者：“起初大家都嫌
肉贵，但是经我解释后，现在已经
有相当的购买人群，每天的肉都供
不应求。”记者又到相关集贸市场，
发现这里的鲜肉店没有追溯的标
签。

【记者观察】从实践来看，分
为政府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相关负责人
指出，今后食品安全追溯的实施
主体应该是企业，政府的职能是
提出明确统一的追溯要求，而不
是替企业去做追溯。多年前就
应用追溯体系的雏鹰农牧集团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雏鹰农
牧的追溯管理系统是一个‘从养
殖到餐桌’的追溯模式，提取了
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供应链
环节，建立食品安全信息数据
库，提高消费者放心程度的信息
管理系统。”

君乐宝乳业也是较早应用可
追溯系统的企业之一。相关负责
人表示：“从乳牛的疾病预防、饲
料品质控制、原奶采集储运和生
产过程程序控制、成品出厂检测
及储运控制等关键环节，君乐宝
构建了一整套全流程可追溯的质
量管理体系，主要通过建立电子
记录信息系统以及信息反馈处理
机制两大手段，保证其产品的可
追溯性。”

食品安全追溯：幸福的烦恼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困与惑

本报记者 闫良生 陈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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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曾说，人类也需要梦
想者，这种人醉心于一种事业的大
公无私的发展，因而不能注意自身
的物质利益。周运友就是醉心于绿
色有机餐饮事业之中，他创办养生
食府，倡导吃出健康的餐饮理念，精
心研究一套从“源头到餐桌”全过程
绿色有机，从养心到养生全系统生
态自然的餐饮链条。

情意重于生意
“2010 年我投入数百万元创办

养生食府，诚实地说，至今颗粒无
收。但是我无怨无悔，其出发点就
是为百姓饮食安全健康做一点自己
的贡献。”周运友如是说。

其实，知青情结深深镌刻于
心。19 岁那年，周运友高中毕业返
乡，第一份工作就是管理有200多名
知青的农场。

1987 年，周运友正式创办知青
村饭店。他把“亲情、大众、特色”定
为饭店的经营策略，把家常菜与现
代烹饪技术相结合，把坚韧朴实的
知青作风作为餐饮文化，推出了七
十余道独具特色的菜品，受到了食
客的好评。其中玉米饼、沫糊、风干
兔肉荣获“中华名小吃”佳称，杂粮
浆山野菜豆面条、三不沾猪蹄、辣椒
酱获得“河南名吃”的美誉。

品质换来品牌
置身于养生食府，仿佛回归自

然。周运友说：“过去是从吃饱到吃
好，现在应该是从吃好到吃出健康，
吃出长寿。”

周运友表示：“养生食府并非简
单的从菜品搭配那么简单，而是从养
心、养神、养德开始。”他介绍，房间内
铺的金砖要经过醒、晾、晒、自然风

化，等一年的时间才烧制而成，不仅
对人身无害，更能传递一种历久弥新
的精神。

真心冶炼真品
为了保证绿色有机食材的质

量，他先后投入巨资在省内建立 12
个绿色产品生产基地和 5 个加工作
坊，并与有机认证的企业联姻，引进
上佳食材。

“保证食材的质量和餐饮安全
是基本要做的，更重要的是要改变
食用方法，营养价值再高的食物必
须要控制合理的量，只有均衡的摄
入各类营养元素，制定平衡合理的
食谱，才是健康饮食的根本所在。”
周运友说。

记者在品尝着他精心研究的养
生套餐，四种营养汤贯穿其中，周运
友用餐可谓“精细化”，每道菜吃几
口，下一步怎么吃都蕴藏着很大的
学问。看来，知青村荣获“全国绿色
餐饮企业”、“河南首批放心食材使
用示范店”等荣誉并非虚名。

当下，人们的神经一再被新
爆出的食品安全事件触动，人们
仿佛生活在谈“食”色变的水深火
热之中。如何吃到放心的食物，
成了舆论最关注的话题。为了确
保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建立食
品产业供应链的追溯体系刻不容
缓。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部
门构建的可追溯系统由于缺乏统
一标准的引导，大都各自为政，系
统从硬软件设施到关键技术的使
用都不尽相同，可追溯系统的兼
容性差，影响了信息的交换与共
享，使得可追溯系统并没有发挥
应有作用，往往只能在一定的环
境和地域发挥功能，不能很好地
覆盖整个食品安全链，对跨地区
突发性事件原因的分析也存在滞
后性。

笔者认为，当务之急，一是要

针对全国食安追溯体系试点中发
现的问题，尽快制定和完善食品
安全追溯管理制度和法规，加快
与国际接轨的步伐；二是要联手
设防，对大中型食品企业建立从
原料到销售终端的全程可追溯体
系的同时，把小企业、小作坊也逐
步纳入全程监管范围；三是在推
广条码等“看得见”的可追溯技
术，也要推广一些不会被外界环
境影响或破坏的可追溯技术；四
是加强宣传贯彻力度，让追溯成
为消费者的一种习惯。

当有一天，所有的消费者从
一块猪肉就可以追查出一头猪生
老病死的所有信息，那么，食品可
追溯体系就真正实至名归了。如
此，政府应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的效率才会更高，我们的食品安
全问题才会更加可控，老百姓心
里也才会更加踏实。

情到深处自然真
——专访河南知青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运友

本报记者 陈天恩 本报通讯员 史留昌

建立食安追溯体系，刻不容缓
□ 郭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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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油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是我国最古老的植物食用油之一。
然而，茶油之所以被称为世界上最
好的食用油，不仅在于其作为食品
的营养价值，山茶油还有很多的生
活妙用，像民间称山茶油为“美容
油”。在本草天香山茶油原产地黄
袍山脚下，当地妇女皮肤普遍白皙
嫩滑，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地
生产的本草天香山茶油。

山茶油含有丰富的油酸。据
日本药用研究院分析，纯正山茶
油含亚油酸 86% 以上，和人类皮
肤的油酸成分相同，是最容易被
皮肤吸收的植物油。抹在皮肤上
时会立即出现亲和作用，补充皮

肤因种种原因流失了的油酸。也
就是说，纯正天然的山茶油能防
止皮肤皱纹和粗糙，使皮肤恢复
自然弹性，光泽而柔嫩。在西方，
山茶油往往与被称为“美女之油”
的橄榄油相媲美。

茶油美容小贴士：
【养颜】
洗完脸后，用本草天香茶油反

复轻轻按摩，再用蒸脸器或热毛巾
敷面，能祛除毛孔内肉眼看不到的
污垢，滋养肌肤，增加皮肤的光泽和
弹性，消除细小皱纹。

【面膜】
先用温水把脸上的油污洗净，

以干毛巾轻轻拭去水分，再用棉球

蘸本草天香茶油，抹于脸上，目的是
增加茶油的渗透力。经过10～15分
钟后，用热毛巾敷面，最后以干毛巾
轻轻擦拭即可。这种办法可以一定
程度上起到面膜的作用，而且在天
然和营养上，优于面膜。

（张丽君）

● 5 月 6 日，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小麦粉等 11 类食品监督抽
检情况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抽检
信息。本次共抽检 7719 家食品
生产企业、21682 批次样品。抽
检结果显示，小麦粉、婴幼儿配方
乳粉、炼乳、奶油、巧克力及巧克
力制品的样品未发现不合格；乳
制品、食用植物油及糖果、果冻等
食品存在不合格项目；瓶（桶）装
饮用水、配制酱油存在一定安全
隐患，主要是微生物超标和超限
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凤凰网
● 根据2014年郑州市食品

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郑州市将
启动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
推进二维码技术应用，构建农产
品生产、投入使用、生产加工、终
端配送全过程信息数据链。届
时，郑州市民可通过扫描“追溯
码”(二维码或其他条码信息)在
部分超市、饭店享受到“追溯权”。

——河南食品网
● 5月8日，卫生计生委主任

李斌，副主任王国强、陈啸宏一行到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走访座
谈。国家食药总局和卫生计生委签
署合作框架协议加强在食品安全标
准制修订、风险监测等方面的紧密

合作，共同保障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中国食品安全报

● 4月29日，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省人民政府
共建食品药品安全保障体系战略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石家庄太行
国宾馆举行，这是继河南省之后
第二家签署省部共建食药安全保
障体系合作协议的地方区域。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
勇，河北省省长张庆伟代表双方
签署协议并讲话，河北省副省长
许宁、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局长丁锦霞、河北省政府副秘
书长李靖等相关领导出席了签约
仪式。 ——光明网

● 近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向社会公布了十大食品安全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去年
以来，河南省各级法院以公正司法、
服务大局、人民满意为工作目标，以
知识产权审判为武器，进一步加大
对食品安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
力度，审结了86起危害人民群众食
品安全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并从
中评选出河南省法院食品安全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涉
及食用油、奶粉、冷饮、酒类、餐饮等
多种食品、多个行业，其中首案假冒

“鲁花”、“金龙鱼”案，判赔罚金高达
2704万元。 ——中国网

旧俗立夏日又为民间传
统节日，称“立夏节”。古代
天子率百官迎夏于南郊，并
举行祭祀炎帝、祝融的仪式。

虽然全国各地立夏这天
的传统食俗各有特色，但说
起立夏那天最经典的食物就
是“立夏蛋”了。“立夏吃蛋”
的习俗由来已久。俗话说

“立夏吃了蛋，热天不疰
夏”。相传从立夏起，天气渐
渐炎热，许多人特别会身体
疲劳，食欲减退，称之为“疰
夏”。古人认为，鸡蛋圆圆溜
溜，象征生活之圆满，立夏日
吃鸡蛋能祈祷夏日之平安，
经受“疰夏”的考验。立夏日
一般在农历的四月，“四月鸡
蛋贱如菜”，人们把鸡蛋放入
吃剩的“七家茶”中煮烧就成
了“茶叶蛋”。后来人们又改
进煮烧方法，在“七家茶”中
添入茴香、肉卤、桂皮、姜末，
从此，茶叶蛋不再是立夏的
节候食品，而成为中国传统
小吃之一。

除此之外，立夏还吃什
么在我国各地有着不同的
答案。

河南的习俗是要吃“立
夏馍”。过年时留几个馒
头，挂高墙外晒干风干，立

夏时用水把馒头泡透，挤出
水，加面粉，鸡蛋，韭菜叶，
搅拌成糊糊状，摊煎饼的方
法摊立夏馍。据说立夏馍
可防热抗暑，消夏除灾。

宁波习俗要吃“脚骨
笋”，用乌笋烧煮，每根三四
寸长，不剖开，吃时要拣两
根相同粗细的笋一口吃下，
说吃了能“脚骨健”（身体康
健），再是吃软菜（君踏菜），
说吃后夏天不会生痱子，皮
肤会像软菜一样光滑。

湖南长沙人立夏日吃
糯米粉拌鼠曲草做成的汤
丸，名“立夏羹”，民谚云“吃
了立夏羹，麻石踩成坑”，

“立夏吃个团（音为“坨”），
一脚跨过河”，意喻力大无
比，身轻如燕。

湖北省通山县民间把
立夏作为一个重要节日，通
山人立夏吃泡（草莓）、虾、
竹笋，谓之“吃泡亮眼、吃虾
大力气、吃竹笋壮脚骨”。

福建闽南地区立夏吃
虾面，即购买海虾掺入面条
中煮食，海虾熟后变红，为
吉祥之色，而虾与夏谐音，
以此为对夏季之祝愿。

闽东地区立夏以吃“光
饼”（面粉加少许食盐烘制而
成）为主。闽东周宁、福安等
地将光饼入水浸泡后制成菜
肴，而蕉城、福鼎等地则将光
饼剖成两半，将炒熟了的豆
芽、韭菜、肉、糟菜等夹而食之。

上海也有“节交立夏记
分明，吃罢摊菜试宝称”的
习俗，立夏之日要吃芋头和
金花菜合成的煎饼，中午时
无论男女老幼都要称一下
体重。 （闫子鹤）

每周一招每周一招

原料：鸡蛋三个，白糖
50克，低粉60克

做法：
1.用分蛋器把蛋黄和蛋

白分离出来，蛋黄搅拌均匀
备用；

2. 蛋白分三次放入白
糖，打膨胀，拉起呈直角状；

3.取少量的蛋白糊放入
蛋黄中，用切拌和翻拌的方
法搅拌均匀；

4.把搅拌好的蛋糊全部
倒入剩下的蛋白中，还是用切拌和翻拌的方法，搅拌
均匀；

5.把低粉筛入蛋糊中。用切拌和翻拌的方法搅
拌均匀；

6.电饭煲加热，锅底抹一层油防粘；
7.把搅拌好的蛋糊倒入电饭煲中，拿起来在桌子

上轻轻的磕几个，震出大的气泡；
8.放回到电饭煲里面，盖上盖子，按到蛋糕的模

式；
9.提示音响时，香喷喷的蛋糕就做好了。

电饭煲版无油健康蛋糕
蛋糕不仅仅只有烤箱能做哦，电饭锅一样可以轻

松做出松软的蛋糕，很省事，成功率也很高。想吃蛋
糕，又条件不够的朋友，可以一试哈。只要家里面有
个电饭锅，就可以吃到自己做的蛋糕了。这次我用电
饭煲做的蛋糕，里面没有放一滴油，也没有任何的添
加剂，很健康安全哦。

初夏最“走俏”五大水果
春夏交替之际，具有生津止渴、润喉去燥功效的水果，是肌体补充能量的最佳选择。以下五种经典水果是这

一季节里的上选，它们大多具备上述功效。但春夏“走俏”的水果大多性寒，并非人人皆适宜。

梨：梨有生津止渴、化痰
清火、润肺去燥的功能，适宜
肺热咳嗽、咽干喉痛、大便燥
结、高血压以及肝炎、肝硬化
患者；忌：梨性寒冷，脾胃虚
寒，消化不良及产后血虚的人
不宜食用。

香蕉：性甘寒，味微涩，具有
清热止渴、清胃凉血、润肠通便、
降压利尿的功效。对于口渴、便
秘等阴虚肠燥、血热气滞者是十
分健康的食物。忌：香蕉不适宜
脾胃虚寒、阳气不足的人食用，
否则会引发虚火更旺。

苹果：性平，味甘酸，具有
补心养气、生津止渴、健脾胃
的作用。含有的鞣酸、有机酸
有收敛作用，果胶、纤维有吸
收细菌、毒素作用，因此能止
泻。忌：脾胃虚寒者不宜多吃
苹果。

猕猴桃：具有解热、止渴
等功效。含丰富的糖分、维
生素 C 等营养素，尤其维生
素 C 的含量远远高于梨和苹
果。忌：脾胃虚寒者不宜多
吃。

西瓜：夏季消暑珍品，凉
甜可口。西瓜具有清热消烦、
止渴解暑、宽中下气、疗喉痹、
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的功
效。忌：吃西瓜不能一次摄入
过多，否则会引起消化不良或
腹泻。 （曹小伟）

食源
文化

食事
快讯

立夏节气各地饮食文化

山茶油，美女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