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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子头】

“杠子头”是剪子巷开设
的评谈说理栏目，互动方式
有三种：注册微博齐鲁(http：
//tr.qlwb.com.cn)“杠子头”织
围脖；话题投稿：q lwb jzx@
163 .com；QQ群：107866225。

今年六月份我刚生了宝宝，因
为奶水不足，我不得不采用混合喂
养的方式，除了坚持母乳喂养外，我
也给宝宝选了一种价格不菲的某品
牌洋奶粉。原以为洋奶粉比国产奶
粉质量有保证，更让人放心，谁知宝
宝喝了没多久就爆出了肉毒杆菌事
件，该品牌奶粉也涉及其中，令人揪
心。虽然据称该品牌的一段奶粉是
安全的，但我还是忐忑不安，在为是
否给孩子换奶粉而纠结。

初为父母的我们作为普通消费
者，只想为孩子选择质量过硬、安全
放心的奶粉，如果国产奶粉品质有保
证，能确保孩子的营养健康安全，我
们何必花大把银子去买进口奶粉呢？

洋奶粉敢自爆家丑，自揭其短，
虽然在短时间内会影响其销售，但
从长远看却维护了其声誉，显示了
其严格监管的体系，试问咱们国产奶
粉有这个胆量吗？从大头娃娃到三聚
氰胺事件，哪次不是藏着掖着，等到
不得不曝光了才轻描淡写。就是这种
态度也无法令我们消费者放心。

也许短期内我会给孩子暂时选
择一种感觉放心的国产奶粉先喝
着，但等肉毒杆菌事件平息后，我可
能还会给孩子选择洋奶粉，毕竟洋
奶粉奶源放心，质量标准严格。至于
价格，即使洋奶粉价格垄断，作为消
费者，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希
望发改委的反垄断政策能起到实
效，让高高在上的洋奶粉更加平民
化一些。 (读者 王婷)

【王婷】
通过对来稿数量、质量统计,王

婷获得了本期“杠子头”称号 ,获得
杠子头津贴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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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一辩 @冯勇：洋奶粉虽然也同样出现
了问题，但我认为很多人还是一样会谨慎地购
买洋奶粉，依然对国内奶企不抱有太大希望。洋
奶粉从总体上来说质量是可信赖的，这不是什
么崇洋媚外，人家的一系列企业制度相对来说
就是比国内奶企完善。国内奶企出过问题的实
在太多，大家都有些寒心了。

二辩 @李燕子：洋奶粉，我估计还会
买。两害相较取其轻，洋奶粉有问题，国产奶问
题更多。我们消费者希望对所有奶粉都要彻查，
并且重要的是要做好平时的检测和监督。就怕
地方保护主义对本地奶的问题遮着掩着，这样
不但救不了国产奶粉，反而使我们消费者觉得
洋奶粉更安全些。因此，监督、透明，是重树消费
者信心的唯一途径，而不是自说自话地标榜自
己的质量好。

三辩 @崔屹：洋奶粉接连出事，无疑让
不少奉洋奶粉为救命稻草的人的脆弱内心再受
创伤。但对于今后购买奶粉的取向，洋奶粉仍是
我的不二选择。原因有三：一、人是奶粉安全生
产的关键因素，相对而言，外国人尤其是欧美、
大洋洲的外国人，整体素质要高于国人；二、外
国的法制环境相对
要优于国内，严格
的执法环境会让绝
大多数人有所收
敛，有所顾忌；三、
不少存在问题的洋
奶粉仅仅是披着

“洋马甲”的奶粉而
已，并不代表真正
意义上的洋奶粉。

四辩 @王
杰：虽然一家洋奶
粉出事了，但我仍
然会继续购买原版
洋奶粉。尽管有些
国家开始限购奶粉
了，但我在美国的朋友不过是多跑几次超市罢了。
朋友告诉我，一些国家之所以发布奶粉限购令，是
因为在人家那里奶粉是一种福利商品，政府投入
了大量补贴。国人抢购洋奶粉，实际上是抢占人家
的资源，享受了人家的福利。希望我们的奶粉也能
成为一种国人的福利商品，保证质量，保证安全。
我想到那时，就没人愿意费力购买洋奶粉了。

一辩 @付秀娟：孩子出生后，我一直给
孩子喝国产奶粉，但自从“三鹿奶粉事件”后，我
把目光转向了洋奶粉，但万万没想到，洋奶粉竟也
如此不可靠。我觉得，以后还是给孩子喝国产奶
粉，因为毕竟现在国产奶粉在“三鹿奶粉事件”后，
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监督管理力度有了很
大提高，比起洋奶粉来更让人放心。

二辩 @王乐良：恒天然乳粉受到肉毒
杆菌污染的消息，说明外国奶粉也不是纯净无
瑕的，外国的月亮并不比国内的更圆更亮。虽然
一个三鹿垮掉了，但是一些其他奶企的产品不是
质量越来越好吗？现在国家发改委对洋乳企业开
出巨额罚单，大快人心。居高不下的价格，似乎显
示自己的身份多么高贵、质量多么过硬，其实撕
开洋乳企高高在上的面具，让我们国人真正看
到他们垄断价格牟取暴利的用心。

三辩 @侯家赋：“恒天然毒奶粉事件”
无疑是给那些盲目崇拜洋奶粉的人当头一棒。
既然洋奶粉质量靠不住，人们就会把目光又重
新投向国产奶粉。现在，我结识的不少人，都改
用了国产奶粉。昨天上午我就在超市里买了两
桶国产奶粉，从质量、口感和营养等多方面观

察和试用，质量
还可以，不比进
口的差。我觉得，
国产的物品不一
定 都 比 外 国 的
差，不是所有的
物品都是进口的
好，一些人“崇洋
媚外”的观念应
当改改了。

四辩 @

刘曰章：不要以
为什么都是国外
的好，洋奶粉接
连出事就是最好
的例子。前年十

月份，侄子的龙凤胎诞生，由于奶水不足，家人决
定买洋奶粉给孩子喝。但是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观
点，就分析了国内外奶粉的现状，最后家人勉强同
意让孩子喝国产奶粉。现在两个宝宝快两周岁了，
长得非常强壮，平时也很少生病，吃喝很好，家人
悬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下。其实，国产奶粉并不比洋
奶粉差，只是人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

阵容：冯勇 李燕子 崔屹 王杰 阵容：付秀娟 王乐良 侯家赋 刘曰章

【观点陈述】洋奶粉虽然也出现了问题，但
与国产奶粉相比，国外企业检测更严，制度更完
善，而且其一旦出问题会主动公布，不像有些国
产奶粉一出事老是藏着掖着。两害相较取其轻，
还是选洋奶粉更放心一点。

【观点陈述】此次恒天然毒奶粉事件，说明
洋奶粉也不是百分之百可靠。而且，经过这几
年奶企的努力，以及国家在乳制品行业监管力
度的加强，国产奶粉的质量与以往相比已经有
了很大提高，更让人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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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害相较洋奶粉更轻 外国的月亮不一定更圆

洋洋奶奶粉粉，，还还能能爱爱你你吗吗

一位新妈妈的自述———

换不换奶粉

真让人纠结

@高晓恩：就在这毒洋奶粉消
息爆出的前一天，我还在网店和商
家商量洋奶粉代购的事情，看到毒
奶粉的消息后，本来把洋奶粉当成
救命稻草的我们一下子就迷茫了，
不知道到底哪个品牌的奶粉真正安
全。如今我的小外甥出生在即，可我
们全家还在为选哪个品牌的奶粉而
纠结，真心希望奶粉的生产厂家及
相关的安检单位都能够真正地认真
负责起来。孩子是家庭的延续、祖国
的未来，让他们健康成长是我们的
责任。

@陆晓燕：我们家孩子多，听我
老妈说我们小时候就是喝小米粥吃
馒头鸡蛋，就是家常便饭，没见过奶
粉什么样，我孩子就是吃母乳和吃
饭，什么奶粉也没吃过。我想问问那
些奶粉生产企业，为了自己的那点
蝇头小利害了这么多无辜孩子的健
康，不知道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在
吃，你会有何感想？如果不在源头把
好质量关，不管是进口还是国产都
不会让人放心，还是回归自然吃五
谷杂粮母乳喂养吧。

小外甥出生在即

全家不知买啥奶粉

孩子只吃母乳和饭

啥奶粉也没吃过

对国产奶粉不信任

实为对监管部门不信任

@黄伟民：洋奶粉在中国市场
大行其道，这与国人的极力追捧分
不开的。“三鹿奶粉”这颗老鼠屎，搅
坏了国产奶粉这锅粥，让许多中国
人对国产奶粉失去了信心。表面上
看，大家是对国产奶粉不信任，实际
上是对国家食品质量监管部门不信
任。现在洋奶粉也出问题了，大家的
指责声又对准了外国奶企。但是，作
为国家食品质量的监管部门，难道
对这起事件一点责任也没有吗？我
看未必！无论是国产奶粉，还是洋奶
粉，如果食品质量监管部门责任心
强一些，把关严一些，就不会出现这
样的漏洞，也不至于造成现在这种
局面。

在国外规矩的洋奶粉

为啥在中国易出事

@庄秋燕：橘树生长在淮河以
南的地方就是橘树，生长在淮河以
北的地方就是枳树，只是叶长相像
罢了，果实的味道却不同。为什么会
这样呢？水土条件不相同啊。洋奶粉
在人家欧美诸国规规矩矩的，为什
么到了咱国内就入乡随俗了？究其
原因，一个是立法不严谨、不健全，
特别是乳业标准混乱；一个是相关
执法和监管部门缺乏起码的社会责
任感，监管不力，甚至缺失。追究洋
奶粉企业的责任必不可少，但政府
应该反思的地方很多很多。

国产奶粉和洋奶粉

应实现公平竞争

@袁俊浩：其实国产奶粉和洋
奶粉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国人大可
以在产区牧草质量、奶牛养殖、奶粉
加工，一直到最后的服务和售价等
各个环节进行对比，进而选出适合
自己宝宝的品牌。对于洋奶粉价格
垄断之事，关键还是要形成国产奶
粉与洋奶粉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
鼓励优质优价，打击价格虚高，以期
逐步使市场秩序走向规范。对奶粉
质量的监督检测，当然也不能满足
于现有的技术条件，做到既要抓好
国产奶粉整个产业链的监督检测，
又要抓好进口奶粉的检测检查，这
样才能预防问题奶流入市场。

别盲目攀比名牌奶粉

母乳才是最好的

@刘丽A：现在都是独生子女，
对孩子很宠爱，从孩子出生开始都
给孩子最好的，孩子的母亲明明有
奶也不给孩子喂，去买价格昂贵的
进口奶粉喂养，认为越贵的越好。我
们同事之间还互相攀比，你孩子喝
名牌奶粉，我孩子要喝更名牌的奶
粉。其实最好的奶就是母乳，现在的
不少人都走入了误区。面对目前奶
粉出现的各种质量问题，希望年轻
的母亲们尽快走出用高价奶粉喂养
宝宝的误区，都用母乳喂养吧。用母
乳不仅能让宝宝健康成长，免受有
害奶粉的伤害，还能更加亲近宝宝，
从中享受到哺育宝宝的快乐，何乐
而不为呢？

开杠

近期，包括多美滋、雅培等在内的多家大型乳企纷纷涉入毒奶粉事件。紧接着，国家发改委又
对多家洋乳企开出反垄断罚单，洋奶粉的形象一落千丈。自从“三鹿奶粉事件”以来，国人对国产奶
粉普遍失去信心。如今，洋奶粉也接连出事，我们对它还能有信心吗，你还会买洋奶粉吗？欢迎您来
表达看法、碰撞观点。

洋奶粉现在也不可靠。（资料片）本报记者 林媛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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