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金大米三當事人受懲
隱瞞涉轉基因 違反科研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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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大米」 人體試驗事件引發各方
強烈關注，本報也曾連續追蹤報道。今已
查明， 「黃金大米」 在未向學生家長提供
完整的知情同意書的情況下，由湖南省衡
南縣江口鎮中心小學的25名兒童作為午餐
食用，嚴重違反國家相關規定以及科研倫
理原則，存在學術不端行為，項目主要負
責人蔭士安、王茵與湖南省疾控中心主任
助理胡余明被撤職。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六日電】

首部南京大屠殺全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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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6日通報稱，2003年9月
，中國疾控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研究員蔭士安以
「兒童植物類胡蘿蔔素維生素A當量研究」課題中國

部分項目負責人的身份，與浙江省醫科院簽訂了美國
NIH 課題合作協議書，浙江省醫學科學院王茵同時
成為項目中方負責人之一。

該項目的內容是研究菠菜、 「黃金大米」（轉基
因大米）和β-胡蘿蔔素膠囊中的類胡蘿蔔素在兒童
體內的吸收和轉化成維生素A的效率，探索預防兒童
維生素A缺乏症的途徑。項目執行期為2002年2月至
2007年2月，後延長至2009年8月。

偽造倫理審查結果
2008 年，該項目被轉移至湖南省衡陽市衡南縣

現場，但未按規定再次申請倫理審查。王茵根據蔭士
安提供的材料，利用職務之便，私自加蓋公章以浙江
省醫科院的名義出具了英文版 「2003 年的倫理審查
結果仍然有效」的證明。項目實施時，項目負責人未
在現場履行告知義務，在試驗期間始終沒有告知當
地主管部門和項目承擔單位開展的是 「黃金大米」
試驗。

2008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23 日，含 「黃金大米」
實驗組的試驗在湖南省衡南縣江口鎮中心小學實施。
試驗對象為 80 名兒童，隨機分為 3 組，其中 1 組 25
名兒童於6月2日隨午餐每人食用了60克 「黃金大米
」米飯，其餘時間和其他組兒童均食用當地採購的食
品。5月29日， 「黃金大米」米飯由合作項目負責人
湯光文在美國進行烹調後攜帶入境，卻未按規定向國
內相關機構申報。

家長通報含糊其詞
在課題組召開的學生家長和監護人知情通報會上

，並未向受試者家長和監護人說明試驗將使用轉基因
的 「黃金大米」。現場未發放完整的知情同意書，僅
發放了知情同意書的最後一頁，學生家長或監護人該
頁上簽了字，而該頁上故意使用 「富含類胡蘿蔔素的
大米」這一表述，沒有提及 「黃金大米」，更未告知
食用的是 「轉基因水稻」。

通報稱，根據調查情況，認定項目所用 「黃金大
米」從境外帶入時未經申報批准，違反了國務院農業

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有關規定。項目在倫理審批和知
情同意告知過程中，刻意隱瞞了試驗中使用的是轉基
因大米，沒有向學生家長提供完整的知情同意書，違
反了衛生部《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
（試行）》規定以及科研倫理原則，存在學術不端行
為。項目主要當事人在接受有關部門調查項目實施
情況時，隱瞞事實並提供虛假信息，嚴重違反科研
誠信。

三名當事人被撤職
對此，中國疾控中心營養食品所給予蔭士安撤銷

婦幼營養室主任職務、技術職稱從二級研究員降至三
級的處分、三年內不得主持科研工作，取消其博士生
導師資格，所黨委決定撤銷其黨內職務。

浙江省衛生廳黨組決定撤銷王茵浙江省醫科院科
技處處長職務，浙江省醫科院決定撤銷王茵保健食品
研究所營養與食品衛生研究室主任職務、取消二級研
究員推薦資格、取消院學術委員會委員資格和院倫理
委員會委員資格、三年內不得參與職稱晉升評委會工
作的處分，浙江省醫科院黨委決定對其給予黨內警告
處分。

湖南省疾控中心鑒於胡余明在課題實驗現場管理
中存在疏於管理、工作失職的行為，決定撤銷胡余明
疾控中心主任助理、科主任職務，湖南省疾控中心黨
委決定給予其黨內警告處分。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六日報道：在12月13
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同胞遇難 75 周年紀念日之際
，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首部《南京大屠殺全史》，這
部有110萬字的《全史》，是迄今中國對 「南京大屠
殺」歷史最完整的原創性研究著作。

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所長、《全史》主
編張憲文對新華社記者說， 「南京大屠殺是中日歷史
研究的焦點，我們希望《全史》的出版可以讓中日兩
國以及其他國家的人們真正了解這段歷史，避免悲劇
重演。」該書副主編、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連紅表示
，中國學者在本書中盡最大努力客觀理性地記錄了這
一駭人聽聞的大屠殺。

引日方史料證實暴行
張憲文等歷史學者在十多年間訪問英、美、法、

德、意、俄、日等國家挖掘史料，引用大量日方和第
三方資料，對日軍在南京的屠殺暴行、性暴行、城市
破壞及劫掠暴行，進行了全方位研究。截至 2010 年
底，相關《史料集》共出版72卷，約4000萬字。

張憲文說，《全史》從日方資料入手，用日方自
己的資料，如松井石根日記、岡村寧次日記、中島今
朝吾日記、陸軍省軍務局檔案等建立南京大屠殺史的
基本史實，給日本右翼響亮的耳光；並全面使用了美
、德等第三方資料，這些西方國家和前蘇聯當時處於
中立地位，他們對事件的觀察和記錄，日本右翼雖欲
反駁狡賴而實際上不能得逞。

遇難人數不少於30萬
《全史》編著者之一、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孫宅

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南京大屠殺非常殘忍。日軍
當時在南京屠殺中國人的規模達到 30 萬，屠殺方法
也很殘忍，日軍大批地殺死市民和俘虜，用刺刀刺死
、火燒死，很多婦女在被凌辱後刺死、活埋。

他說，從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內容來看，遠不僅僅
是屠殺，其實包括殺、燒、淫、掠。南京城有三分之
一被燒成廢墟，日軍大到汽車，小到電筒、紐扣，什
麼都搶。日軍所有暴行中，最野蠻、殘忍的，就是大
規模屠殺，將幾千、幾萬人規模的中國人趕到長江邊

、秦淮河邊，用手榴彈炸，用機關槍掃射。
關於廣為人知的南京大屠殺遇難者數字 30 萬人

，張憲文說，根據可靠史料，加上日軍焚屍滅跡人數
，在南京被日軍屠殺的中國同胞不會少於 30 萬，在
《南京大屠殺全史》的諸多章節中亦詳細列出了具體
事件的受害人數。例如，第三章《震驚中外的日軍大
屠殺》講述了日軍處置俘虜、集體屠殺的場景，第十
一章詳細介紹了日軍掩埋屍體的情況，其中都涉及傷
亡數字。

「慰安婦」實質是「性奴」
張連紅指出，近年來，隨着對日本侵華史研究的

不斷深入，中國學術界對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更加全
面。例如《南京大屠殺全史》裡寫到了戰時百姓的生
活、心理創傷、國際安全區的情況等等，更從加害者
以及當時西方傳教士的角度來寫，這些領域在以前的
歷史研究中很少涉及。

《全史》還第一次在中國的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
著作中指出，所謂 「慰安婦」實際上是日軍的 「性奴
隸」。受害國婦女大多為被誘騙或強迫而淪為日軍發
泄性慾的對象。

亞洲最大的侵華日軍 「慰安所」舊址就位於南京
白下區利濟巷，當時這裡有來自中國、日本和朝鮮的
200餘名 「慰安婦」。南京政府計劃將這裡建成 「慰
安婦歷史陳列館」。

今年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指示美國所有文件
和聲明禁用按日語直譯的 「慰安婦」一詞，將其改為
「被強迫的性奴」，以此要求日本正視二戰期間的性

暴行。韓國政府也表示考慮採用類似稱呼取代 「慰安
婦」。在此之前，也有中國學者和網民提出過類似建
議。

據悉，《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已成為中外學術界
研究的重要資料。南京大學出版社總編輯金鑫榮表示
，將盡力在兩年內推出《全史》的英文版和日文版，
為國際史學界提供參考。

10餘年挖掘史料 全方位透視慘劇

十年前，一首廣告歌曲首次將
人們對上海這座城市的喜愛大聲地
表達了出來。然日夜更迭，四季變
換，人來人往，城市變遷，十年後

的今天，當上海市旅遊局通過網絡再次徵集人們喜歡上海
的理由時，許多答案發生了變化，老上海人對曾經的記憶
念念不忘，新上海人對城市漸生別樣感情，人們比較、評
價、感慨……喜歡上海的理由變了，上海變了。

「上海是我長大，成人的所在，帶着我所有的情懷
……上海讓我越看越愛。好日子，好時代，我在上海，力
波也在！」十年前，這首《力波啤酒，喜歡上海的理由》
受到市民的喜愛，時至今日仍為不少人津津樂 「唱」。

時光飛逝，轉眼間十年過去了， 「喜歡上海的理由」
也慢慢淡出人們的視野。不過，近日由市旅遊局發起的
「喜歡上海的99個理由」活動再次掀起熱潮。據不完全統

計，截至 5 日已有 2100 萬餘條微博參與活動。不管是老上
海人、新上海人或是慕名卻未親至的人們，每個人都有一
個自己喜歡的上海，還有喜歡上海的理由。

十年前舉家南遷至上海的馬女士告訴記者， 「十年前
，像許多初到上海的人一樣，我們不喜歡這裡，不僅是因
為離開了故鄉，更因為城市文化的差異讓我們很難一下子
就融入進來。但現在我們很喜歡這裡，偶爾離開下還會想
念。這十年我們居住區周邊從荒涼變得繁華，出行從坐擁
擠到能令人窒息的小巴到坐寬敞舒適智能的公交，變化太
大了。而上海人的變化也令我們欣喜，他們對外地人的接
納程度越來越高。我想，這座城市海納百川的胸襟以及它
獨特的海派氣息是我喜歡它的原因。」

十年間，上海人才輩出，城市化進程飛速發展，多元
化現代化的公共交通系統的完善，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等
改變了人們 「喜歡上海的理由」，喜歡上海的理由變了，
上海變了，感情更深了。

喜歡上海的理由變了
本報記者 夏 微

【本報訊】據中新社杭州六日報道：杭州地鐵1號線開
通9天，連續發生三次滲漏水事故。雖然整改完畢，但民眾
仍心存疑慮。杭州地鐵集團質量安全部門負責人和杭州資
深地質專家表示，杭州屬於軟弱地基區域，只要安全措施
做到位，再差的土質，從工程技術上來說，都沒有問題。

水或沿連續牆滲漏
杭州勘測設計研究院前總工程師、現顧問工程師寇秉

厚從事杭州地質勘測研究工作已有 50 多年，6 日接受中新
社專訪時說，杭州的地基是淤泥質土和粉砂土組成的軟弱
地基。不過，上海的土質情況和杭州類似，寇秉厚認為上
海10條地鐵線的運營，可以證明在軟弱地基上是可以建地
鐵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電話採訪
時表示，地鐵的質量關鍵還是取決於工程技術、建設用材
和管理。

其中一個保證安全的措施是建設連續牆，這是由一個
個鋼筋籠外面再澆混凝土形成牆塊後，再埋到地下，相互
連接形成的。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質量安全部部長、高
級工程師王德仁說， 「若基坑開挖15米，連續牆的深度為
30米。連續牆的厚度取決於地質、基坑開挖的深度寬度等
。」由於連續牆並不是一次性鑄就的，而是由牆塊拼接而
成的，水可能就會順着施工縫滲漏下來，像城站漏水點就
位於地鐵與火車站出站大廳的新舊結構接駁處。

乘客建議慎重評估
另外保障安全的措施是變形縫。建設部發布的國家標

準《地鐵設計規範》，規定對車站與出入口通道等附屬建
築的結合部位應設置變形縫，作用是允許建築物適當沉降
，以防止混凝土開裂漏水，但定安路站漏水便是因為水順
着變形縫滴漏下來。北京城建總院杭州分院院長毛海和分
析認為，雖然杭州地鐵車站變形縫的防水措施滿足一級防
水標準，但碰到寒暑交替導致的地層伸縮，或工程運行初
期結構適應性變化時還是容易發生漏水。但王德仁認為，
1-2毫米的沉降在可允許範圍內，對結構和運營安全不會影
響。

但乘客對地鐵的褒貶不一，市民馬先生每天乘坐地鐵
上下班，儘管知道滲漏水事件，但他還是對地鐵有信心，
「地鐵建了5年，整體的運營秩序和站點設計都比較理想，

最重要的是很多人在乘坐。」但也有乘客表示，從2008年
地鐵湘湖站坍塌，到開通三天就滲漏水，對地鐵是心有餘
悸。也有乘客建議，如此重大的民生工程，杭州市政府應
該抱着對全市民眾負責的態度，請國內外地鐵專家做個評
估。

杭地鐵滲漏水 專家稱無虞

▲6月2日，上海舉辦運動健身 「嘉年華」 資料圖片

▲杭州地鐵開通不到10日已發生3次漏水情況 中新社

▲湖南省衡南縣江口鎮中心小學。由於 「黃金大
米」 事件引發社會強烈關注 資料圖片

▲86歲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余昌祥（左）將於12
月12日首次赴日作證言

中新社

▲5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
朱成山（右）向參加過南京保衛戰的老戰士頒發
「紀念狀」 新華社

黃金大米事件始末
時間

2002年12月

2003年9月

2004年10月

2008年5-6月

2012年8月

2012年12月

事件
美國塔夫茨大學博士湯光文
主持的 「兒童植物類胡蘿蔔
素維生素A當量研究」 項目
申請在美國被批准，蔭士安
是申請成員之一。
蔭士安以中方負責人身份，
與浙江省醫科院簽訂合作協
議，王茵亦同時成為中方負
責人之一。
美國塔夫茨大學與浙江省醫
科院簽訂合作協議。
項目被轉移至湖南省衡陽市
衡南縣，王茵偽造倫理審查
結果，利用湯光文在美國攜
帶入境的 「黃金大米」 ，在
江口鎮中心小學進行試驗。
湯光文在《美國臨床營養學
雜誌》發表有關研究文章
，引起社會關注，中國疾
病預防控制中心等機構介
入調查。
「黃金大米」 事件調查結果
公布，試驗違反規定及科研
倫理原則，存在學術不端行
為，蔭士安等三人被撤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