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有多少“健美猪”在这里经过处理后送上了百姓的餐桌？

河南省孟州市是有名的生猪产区， 在这里， 通过经纪人

带领， 记者找到了这种所谓的“健美猪”。 记者先后走访的

谷旦镇和槐树乡几家养猪场， 家家都在饲养这种肌肉发达的

“健美猪”。

养猪户介绍称， 想喂成“健美猪”， 就必须在饲料里添

加一种特殊的白粉末。 当地人把这种神秘的添加物叫作

“药”。 饲料中添加的究竟是什么“药”？ 一些养猪户对此都

讳莫如深， 不肯透露。 “反正养猪场加的就是， 这种东西没

人去化验。” 养猪户说道。

在紧邻孟州市的沁阳市和温县等地， 记者又调查了十几

家养猪场， 发现这些养猪场也都在往猪饲料里“加药”。 养

猪户说， 这种“药” 每公斤卖二三百元， 像药一样也有剂量

要求， 过量添加就有可能把猪喂死。 “1000公斤加 240克。”

据透露， 当地一些养猪户往饲料中添加的所谓的 “药”，

就是国家明令禁止并严厉打击的“瘦肉精”。

监管部门放行“健美猪”

“瘦肉精”喂出“健美猪”

央视在 3·15 消费者权益日

播出了一期《“健美猪”真相》的特

别节目， 披露了河南济源双汇公

司使用“瘦肉精”猪肉的事实，问

题猪肉从河南出厂到抵达南京屠

宰场过程中，一路凭借买来的“通

行证”畅通无阻。而记者在调查中

却发现，这种所谓的“健美猪”身

上疑问重重。

【核心提示】

在南京市一家规模较大的

市场内， 有一种瘦肉型猪肉十

分畅销。 据销售人员介绍， 这

种猪肉由于肥膘少、 脂肪低，

所以很受欢迎。

记者通过线索找到了提供

这种瘦肉型猪肉的屠宰场。 一

家屠宰户的老板告诉记者， 他

们屠宰加工的猪肉中， 这种瘦

肉型猪肉能占到 80%到 90%。

屠宰户介绍， 这种瘦肉型猪体

形较好， 一个个拱背收腹， 屁

股浑圆， 肌肉结实， 他们行内

戏称为 “健美猪”。 杀猪的工人

透露， 这种猪之所以体形健美、

瘦肉多， 是因为在饲养的时候，

吃了一种特殊的饲料， 但具体

是什么饲料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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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防治园地

0731-88867683�88867638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路 519 号

近年来，结核病合并糖尿病的患者越来越

多，糖尿病引起的糖、蛋白、脂肪、维生素代谢

紊乱，细胞免疫功能降低，呼吸道黏膜抵抗力

减弱，容易发生结核感染，且有利于结核菌的

生长和繁殖。 同时，结核合并糖尿病使患者病

情反复，久治不愈，给病人及家庭带了无比的

痛苦。 两病合并往往临床上治疗难度加大，是

摆在医疗工作者面前的难题。 作为结核内科的

资深专家梁珍主任，她着重在结核合并糖尿病

的治疗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通过对

很多病例细致的观察，终于找到了开启结核合

并糖尿病的钥匙，制定了特殊的个性化的治疗

方案。 科学合理的将胰岛素、二甲双胍等降糖

药物和抗结核化疗药物联合运用以加强疾病

治疗效果，减少副作用的产生。

该科室在她的带领下，为所有的结核病合

并糖尿病患者建立了专门电子档案，加强对患

者及家属的健康教育，制作了关于结核病合并

糖尿病治疗、饮食、运动及家庭急救的处理措

施等方面的影像资料。 在病室进行多媒体播

放，让病人及家属形象直观的了解学习，给患

者带来了福音。

专家档案：梁珍，湖南省胸科（结核病）医院

结核内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毕业于湖南医

科大学临床医疗系， 从事结核病临床医疗，科

研，防治等工作 20余年。 对疑难病症的诊断及

鉴别诊断、危重结核病的治疗，具有丰富的临

床经验，特别对于结核合并糖尿病的诊断和治

疗深入研究，在该病种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曾在核心期刊上先后发表论文 10

余篇，现承担湖南省科技厅课题《肺结核合并

糖尿病患者抗结核治疗免疫功能分析》 的研

究， 并参加多

项国家“十五”

课题及国家省

级有关结核病

申报及研究。

咬定结核合并糖尿病不放松

———记湖南省胸科（结核病）医院结核内三科

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济

源市， 是河南双汇集团下属的分公司， 主

要以生猪屠宰加工为主， 有自己的连锁店

和加盟店， 有关宣传双汇冷鲜肉“十八道

检验、 十八个放心” 的字样在店里随处可

见。

然而， 按照双汇公司的规定， 十八道

检验并不包括 “瘦肉精” 检测。 一位名

叫宋红亮的业务主管告诉记者， 他的工作

主要就是负责收购生猪， 他告诉记者， 不

论生猪品种好坏， 他们厂都可以大量收购

进行屠宰。

据一个名叫曹复兴的猪贩介绍， 他从

去年开始贩运生猪， 主要就是卖给济源双

汇食品有限公司。 而据其透露， 他所提供

的生猪， 多数都被“加精”， 都是由关系

熟悉的业务主管负责接收， 所以一般都不

会被检测出来。 而负责接货的， 正是业务

主管宋红亮。

调查中， 宋红亮承认， 他们厂的确在

收购这种添加“瘦肉精” 饲养的所谓“加

精” 猪， 而且收购价格比普通猪还要贵一

些。 这种猪停喂“瘦肉精” 1 周后， 送到

他们厂里卖的时候就不容易被查出来。

在随后的调查中， 记者还发现， 河南

孟州、 沁阳、 温县等地一些添加“瘦肉

精” 饲养的生猪， 也都卖到了济源双汇

公司。

一头猪从生长到宰杀， 最后流向人们的餐桌， 要

经历饲养、 贩运、 屠宰和销售等几大环节。 目前， 这

几大环节都有监管部门负责监督把关。 然而在记者调

查的河南省孟州市、 沁阳市、 温县和获嘉县， 生猪饲

养环节违禁使用“瘦肉精” 几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在当地一家颇具规模的养猪场， 办公室墙上挂着

一个 “河南省无公害畜产品产地” 的牌子。 养猪户直

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这个牌子是花钱办的， “一般没

有人管”。 养猪户同时透露， 监管部门的检查虽无规

律， 但如果有临时检查， 县畜牧局会提前通知。

饲养监管不严， 而在随后的贩运环节中， 亦是漏

洞百出。 按照动物检疫的检测制度， 生猪外运时必须

通过饲养地的检疫部门检疫， 获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运载工具消毒证明和五号病非疫区证明三大证明， 并

佩戴耳标。 耳标相当于猪的身份证明， 上面记录着饲

养信息。 不论这头猪在任何环节出了问题， 都可以通

过所佩戴的耳标进行追溯。 按照农业部有关规定， 生

猪进入流通环节时， 必须 100%佩戴耳标。

然而， 记者在长达 3 个多月的调查中却发现， 在

当地没有佩戴耳标的猪， 也能获得生猪外运的手续。

在沁阳市柏香镇动物检疫站， 记者通过当地一名

猪贩介绍， 在没有购买和调运任何生猪的情况下， 随

便说了一个车牌号码， 只花了 200 元钱， 就买到了往

南京调运 120头猪的三大证明。

开票人坦言，不管从哪个地方调猪，不管是否真正

接受检疫，他们都可以出具检疫合格证明的相关票据。

防疫检查蒙混过关， 这些喂了 “瘦肉精” 的猪运

到省界后又将如何？ 在河南省省界的芒山动物防疫监

督检查站， 工作人员一边审核检疫合格证明等相关票

据， 一边张口要钱。 最终， 运猪车司机在缴纳 100 元

后便顺利通过了检查站。 在整个过程中， 工

作人员对这辆车上的猪进行疾病检疫和“瘦

肉精” 检测， 检疫人员甚至连车里的猪看都

没看， 就放行了。

在南京的屠宰场， “健美猪” 仍然没能被

检出。 一名检疫人员承认， 他们只负责核对

检疫合格证明等手续， 不检 “瘦肉精”。

“健美猪”流入双汇

市场多现

“健美猪”

生产流通环节一路绿灯放行“瘦肉精”

“健美猪”

堂而皇之入

双汇

●本报记者 洪雷 魏静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