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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睿思（Chris Marquis）  杨一婧（Zoe Yang）

食品安全、透明度与社会等级

中国观察

要
保证 14 亿人口都可享受物美

价廉、品种丰富且安全的食品，

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的

食品安全现状令许多人不满，并引发

了中国民众对两种食品创新方法的争

论。这两种食品是转基因食品和有机

食品。

转基因食品和有机食品看似两

个独立的问题，但它们代表未来中国

食品生产的两个相反方向 ：一个是利

用先进技术为大众生产食品 ；另一个

则是主张小规模的、传统的方法，选

择生产更加安全和健康的食品。

网民对食品安全的反应

为了解普通民众对最近发生的

这些食品安全事件的态度，我们利用

中文互联网数据研究咨询中心的分析

平台，研究了微博中有关转基因食品

和有机食品的言论。我们同样把这些

案例与美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对比，而

转基因食品和有机食品在当今的美国

社会无处不在。

分析结果显示，虽然这是两种

具有不同安全意义的食品创新方式，

但网友对两者的反应表现出了一些共

同的社会动态规律。政府监管及透明

度的缺失，导致人们对这两种食品的

不信任。尽管转基因食品旨在大规模

生产，有机食品的目标客户则主要是

富人群体。但是，不管是大众还是富

人阶层，人们都很难分辨两种食品的

好坏。而且消费者的信任一旦失去，

将再难获得。一个被错误舆论引导的

公众群体，不仅没有能力支持好的公

司继续发展，而且很容易被坏的公司

利用。

转基因食品 ：透明度的缺失
及利益冲突

从许多角度看，解决中国食品

杨一婧（Zoe Yang）孟睿思（Chris Marquis）  

有机食品和转基因食品的二元结构，不仅事关食品质量，也关乎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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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食品连锁店Whole Foods宣布，在未来5年之内。将所有含有转基因生物（GMO）的产
品加贴标签，这是全球第一家对GMO商品加贴标签的美国零售商。CFP供图

大米工程组主管林永军的同事。在该

项目获得正面反响之后，严宣称他会

与方玄昌合作，举行类似的更大规模

的活动。方玄昌是一个支持转基因食

品网站 Agrogene.cn 的主编。这个网

站最近才设立，主要目的是说服大众

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

方舟子因对伪科学的攻击成为

一名出名的科普作家。方玄昌是《财

经》杂志的前科技栏目主编。即使这

些人是真的出自善意，大多数网民依

然认为，实验的测试者是被贿赂了的。

例如 ：

试吃本来就是一种作秀，企图

蒙骗消费者！如果吃了，立即死亡，

谁还买转基因食品 ? 转基因就是让孟

山把钱赚足了，让人再慢慢死亡。转

发微博 @ 艾琳 V5 ：发表了一篇转载

不足和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可能方

案，就是发展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

品具有很多明显优势，比如产量高、

价格低、耐虫害和抗杂草，而且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营养价值。在美国，

1994 年就开始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

销售，目前转基因食品占美国生产玉

米的 85%，大豆的 91%。这部分归功

于美国农业企业强大的游说力量，使

得美国公众早已接受出现在超市货架

上的转基因食品。但是在美国之外，

尤其是在欧洲和日本等农业生产企

业利益不是很强大的地方，消费者

并不买账。但是，城镇化带来大片

农田的消失，在食品短缺的压力下，

中国政府更加支持生产和进口转基

因食品。

笔者做的有关微博文章的分析

表明，一系列危机和沟通不畅已然产

生了一种过于重视转基因食品危害，

忽视转基因食品潜在好处的文化。自

2011 年 11 月以来，54% 的中国网民

对转基因食品表达出负面情绪，他们

主要引用的理由如下，转基因食品缺

乏监管和透明度，转基因食品生产企

业的公司利益强大。第一个重大的转

基因食品丑闻发生在 2011 年，当时，

民众得知金龙鱼烹饪油使用了转基因

大豆。当网民了解到在中国市场上出

售的 80% 的大豆都是转基因食品时，

一个公司丑闻变成了一个全面发展的

公共危机。

那时，很少有人关注转基因食

品的科学。因为这些大豆是进口的，

所以本次事件非常敏感。政府因为不

能保证食品安全及屈从美国企业利益

而备受指责。公众反应强烈，卫生部

则表示他们从来没有批准过转基因大

豆的进口。但事实是，农业部批了。

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使民众很难听

到任何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客观平衡的

言论。

最近，计划重启转基因食品的

一系列举动表明，民众一旦丧失信任，

就很难改变。一些微博用户被邀请参

加转基因大米测试，然后在网上报告

他们的经历。根据中国对话网，一个

网名为“耕地农民”的网友率先参与

了这个活动。

大众科学微博名人方舟子转发

了这条消息，很快有 200 人要求参与

实验，并获得样品。这些转基因大米

由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目标是对蝴蝶

和蛾子产生抵抗力。“耕地农民”是

严建兵教授的网名。严建兵在华中农

业大学研究分子繁殖，是此次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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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 转载 ] 央广新闻揭露最需胆

量的转基因试吃者系被收买》

随后，中央电视台评论员王志

安发动了一个类似的测试活动，并且

声称该活动是首创的。这次活动使王

志安与方舟子和方玄昌产生了矛盾。

“两方”后来向农业部申请设立一个

转基因食品科学普及专项基金，网民

们把这看作是“两方”与王志安商业

竞争而产生矛盾的证据。

支持转基因食品圈子内部的争

吵，使得民众对转基因食品更加不信

任。这些争吵似乎让人觉得，这些所

谓的科普作家背后都有商业利益——

毕竟，如果大家只是为了国家利益支

持转基因食品，谁发动活动在先又有

什么关系呢？再一次，不少民众坚定

了自己的想法，认为转基因食品是某

些公司以牺牲公众健康为代价来赚钱

的做法。

有趣的是，当我们分析推特用

户（排除在中国的用户）对转基因食

品的情绪时，我们发现，在国外生活

过的中国人对转基因食品持更加批判

的态度。这或许是因为推特这个平台

更加自由，或者是在海外生活的中国

人更加挑剔，或是最近自然食品消费

倾向使然。

一个被广泛传播的帖子，甚至

臆想了一款美国转基因食品的设计目

的，是消除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阴谋

论。

另外还有一些在微博和推特上

都有所传播的谣言，譬如美国人从来

不吃转基因食品，以及甚至连非洲人

也不进口转基因食品。事实上，在美

国，虽然有很多转基因食品，也没有

“两方”的剧烈争论，但消费者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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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用户对
转基因食品情绪

推特用户对
转基因食品情绪

对健康无害

巨大的市场和严格的监管

科学的分析和认知

要求知情权

对健康有害

保障国内农业和国家安全

非法或缺乏监管

抨击公司，政府和专家

情绪分析（从2008年5月23日至2013年9月9日）。

图1   对在推特和微博上转基因食品情绪的对比 保持怀疑态度。

有机食品 ：缺乏认证且价格
高昂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有经济能

力的消费者正对有机食品产生特殊需

求，以应对越来越没有保证的食物安

全。但是，与美国等其他国家不同的

是，在中国，政府不提供对有机食品

的官方认证，这导致了许多私营认证

机构的出现。这些私营认证机构不共

享一套完整的、统一的标准，而且收

费高昂，这导致了消费者对有机食品

认证的不信任，农民也不愿生产有机

食品。在美国，有机食品代表了环境

友好，并且越来越成为主流食品。但

在中国，有机食品代表了食品安全的

顶峰，价格极其高昂，甚至四五倍于

传统食品的价格。由于食品安全问题，

在中国生产有机食品的利益会更大。

因为有机食品与普通食品价格上的差

异，有机食品成了只能为社会上一小

部分人享用的奢侈商品。

我们的微博分析显示，从 2011

年 11 月开始，66% 的网民对有机食

品表达了负面看法。虽然，25% 的负

面情绪帖子是因为认证相关问题，但

是，对有机食品负面情绪的压倒性的

原因是其高昂的价格。人们认为食品

安全是基本权利，对有机食品来说，

缺少官方统一的认证，进一步损害了

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安全信任。没有政

府认证，有机食品好坏难辨，价格高

昂也就不合道理了。在我们研究期间，

微博上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著名

酿酒企业茅台公司，在 2013 年因伪

造其有机食品认证而被采取措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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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中国人才知道有机食品是没

有官方认证的，对有机食品的情绪顿

时转向负面。

食品与社会等级

最近网上对两种食品的抨击和

批评，揭示了食品安全不透明的成本。

对转基因食品来说，把转基因技术当

做一个肮脏的、秘密的做法，只能加

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坏印象。对有

机食品来说，企业能够购买或伪造

认证证书的行为，破坏了认证本身

的公信力。茅台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品牌，而伪造有机食品认证证书的

行为，让消费者感觉自己被背叛了。

所以，茅台事件就是一个非常生动

的例子。

然而，有机食品是人们消费的

一种选择，而且会对富人阶级产生

不同影响。转基因食品的规定影响

着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观察发帖

数量时，正如图表所示，转基因食

品比有机食品吸引了更多的争论，

原因很可能是转基因食品的影响更

广泛。

在世界其他地方，有机食品成

本均高于非有机食品。但在中国，消

费者把有机食品看作唯一安全和具有

排他性的食品。另外，据说有能致癌

和导致不孕的转基因食品被消费。在

美国，食品争论聚焦在环境问题和消

费伦理上。但在中国，个人身体健康

压倒了其他一切。在中国盛行的信条

是，对普通人来说，没有既安全又可

以购买得起的食品。难怪在 2012 年

9 月，一则美国大学利用中国儿童进

行转基因黄金大米实验的新闻，在中

国引发了民众大量争论（上图中的最

大的波峰）。人们害怕他们的孩子会

被这些“不安全”的转基因食品“害

死”。另外，用人体做实验，也让中

国人想起二战中日本军队残忍的人体

实验。谴责的声音是如此强烈，以致

于两名中国疾控中心的官员及浙江医

学研究院的科学技术主管被解雇。中

国民众同样注意到，那些正在大力推

广转基因食品的官员，极有可能在家

吃的是有机食品。

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隔阂，

随时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目前，中国食品市场在一个信

息混乱和相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中运

行。政府监管和食品安全透明度的缺

失，造成消费者的不理解，企业也更

容易出现越轨行为。复杂的媒体关系

让民众更加迷糊，甚至有些所谓的专

家也是不靠谱的。唯一能在这个体系

中过得很好的人，是那些手握资源的

人。这些人不仅有钱购买高品质的食

物，还能够知道政府的隐性计划，以

及接近排他性生产商的信息资源。在

这样一个拥有古老且拥有让人骄傲的

烹饪传统的国家，食物对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都非常重要。中国缺乏广泛

的、可信任的安全食品机制，这使中

国人非常痛苦，也加剧了他们对收入

不公的憎恨。所以，有机食品和转基

因食品的二元结构，不仅事关食品质

量，也关乎社会阶层。中国的食品安

全问题，其实也是食品不足问题。这

个问题，关系着整个社会。

（孟睿思是哈佛商学院教授，杨一婧

是哈佛商学院研究员。中国经济报告

编辑王艺璇翻译）

图2  转基因食品和有机食品的微博数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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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151，503） 有机食品（28，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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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8日至2013年9月13日微博数量的走势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