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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媒揭秘意大利番茄酱
“
身世之谜”：

原料都是
中国西红柿

你知道吗？ 超市里很多所谓的“意大利番茄酱”
用的都是来自中国的西红柿。
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 1 月 7 日报道， 中国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果及蔬菜生产国， 并占领
了越来越多的境外市场， 欧洲市场上供应的食品中
就包含很多中国配料， 但厂家并没有明确标明这些
配料的来源，奥地利电视台记者拍摄的纪录片《来自
中国的意大利番茄酱》 报道了中国产西红柿如何走
向全世界。
报道称，中国是意大利最大的农产品供应国，享
誉世界的意大利番茄酱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来
自意大利产西红柿，而是用中国西红柿生产制造的，
只是多数顾客并不知道这一点。 因为按照现行规定，
食材在欧洲进行加工处理后， 就不需标明原材料的
来源国。
报道称，中餐很少会用到番茄酱，因此中国生产
的番茄酱主要用于出口欧洲和非洲市场。 西方大型
食品企业如联合利华或雀巢都会收购来自中国的西

红柿，并将其加工成西红柿沙司或其他产品。 对于商
家而言，中国西红柿是一笔极好的生意，作为世界上
第二大西红柿生产国，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很低，所以
西红柿产品的价格也非常低廉。
报道称，得益于意大利的传统技术，中国已经成
了世界上最大的“赤金”出口国，仅中国昌吉港每年
出口的高浓缩番茄酱就多达一百万吨， 而当中一部
分是出口到意大利的。 这些高浓缩西红柿汁在意大
利被兑水稀释， 添加食盐等调料后就成了举世闻名
的意大利番茄酱，然后被出口到非洲、中东和欧洲其
他国家。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来自意大利的番茄
酱也是用意大利西红柿生产加工的，然而事实却是，
除了包装盒上的意大利名头之外， 番茄酱本身和意
大利几乎毫无关系。
一名从事西红柿加工生产的刘姓中国企业家对
奥地利记者表示：“我们企业的专业技术都来自意大
利，意大利人不仅教会我们如何提高效率，还提供了
据新华社报道
很多管理知识。 ”

H&M 广告暗指黑人小孩是“
丛林中的猴子”
遭批“
缺乏常识”

服装品牌 H&M 最近惹上大麻烦。 其英国官网
上刊登的一张黑人儿童模特广告被指涉嫌种族歧
视，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强烈抗议。 目前，该公司已撤
下引起争议的照片并道歉。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 日报道，在这张有争议
的图片中，一名黑人小男孩身穿绿色套头帽衫，衣服
正面赫然印着“丛林中最酷的猴子”几个字。“刺眼”
的标语很快被网友发现，随即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
自上周日开始， 大量网友痛批 H&M 的做法， 称其
“太不妥”“令人恶心”“没心没肺”， 甚至有网友表示
要从此抵制 H&M。 一位时尚博主写道：“你们明知
猴 子是 众 所周 知的 针 对 黑 人 的种 族 诽 谤 词 语 ，对
吧？ ”据悉，与其类似的两款服装均以白人儿童做模
特，两名儿童衣服上的文字分别为“红树林”和“官方
生存专家”。
虽然 H&M 在第一时间撤下该图并做了道歉，
但来自舆论的“声讨”并未停止。 加拿大知名音乐人

威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自己由于此事已断绝与
H&M 的合作。 美国著名 NBA 球星勒布朗·詹姆斯
9 日也发声痛批这则广告。 他还颇具创意地把这张
图片做了修改。 在修改版的图片中，黑人小孩胸前的
争议文字已被皇冠图案遮盖， 而这个孩子的头顶也
戴上皇冠。 詹姆斯说：“我在这张图中看到的是一个
年轻的国王，是世界的主宰，是不可撼动的强力，这
不容置疑!我们非裔美国人总能突破障碍，证明偏见
的错误，我们要更加努力地证明自己!”
另据法新社 9 日报道， 目前 H&M 已停售这件
有争议的绿色帽衫。 有品牌问题专家表示，如今怎会
有如此“缺乏常识”的广告图片出现在这家知名品牌
的网站上？ 专家称，在制作广告图的过程中，公司需
征得儿童模特家长的同意，需经专业美工审核，需经
创意总监遴选和修改广告图底稿。 整个过程中竟没
人发现这张照片的问题，可见 H&M 工作流程之“奇
葩”。
据《环球时报》报道

小学开始奠定伊朗文化基础？ 伊朗禁止小学教英语
伊朗一名主管教育的高级官员 6 日晚说， 伊朗
禁止小学教英语。
伊朗高等教育委员会主管迈赫迪·纳维德 - 阿
扎姆当天告诉伊朗国家电视台， 在公立和非公立小
学的正式课程中开设英语课违反法律和规章。
“小学教育是为学生奠定伊朗文化基础的地
方。 ”纳维德 - 阿扎姆说，政府可能还会禁止开设属
于非正式课程的英语班。
路透社 7 日报道， 伊朗一般自初中起开设英语
课，那一阶段的学生年龄 12 岁至 14 岁。 不过，一些
小学开设英语课； 部分儿童会在课余参加私立语言

机构的英语课。 一些家庭条件较优越的孩子从幼儿
园起直到高中阶段，会在非公立学校学英语。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此前
抨击从幼儿园开始教英语的现象。 哈梅内伊 2016 年
向教师发表时讲话时说， 这不意味着政府反对学外
语，但（过早教外语）有助于外国文化在孩童、青少年
以及青年人中间传播。
路透社评论，“禁课” 声明未提及近日波及伊朗
多座城市的群体示威。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7 日指
认骚乱受海外敌对势力煽动。
据新华社报道

捷克奶奶错拿大麻当调料
放倒全家人
捷克一个七口之家聚餐后，除了祖母，都出现
呕吐和幻觉，被救护车送到医院。 结果发现，一切是
因为祖母做饭时误加一味“秘制”调料：大麻。
路透社网站 4 日报道，家住捷克东部城市弗拉
季莫夫的这家人圣诞节那天聚在一起享用祖母烹
饪的烤鸭，之后出现恶心、头晕、呕吐、头疼、幻觉等
症状， 只有祖母安然无恙。 救护车把四名 37 岁到
71 岁的成年人和两名年龄分别为 6 岁和 3 岁的孩
子送到医院。 报道未提祖母年龄。
调查人员起初以为他们一氧化碳中毒，但是没
有找到任何泄漏煤气的地方，于是怀疑问题出在他
们的食物上，后来发现祖母把自己使用的医用大麻
当成调味品牛至，用来给烤鸭增香，造成意外。
据新华社报道

泼酸伤人？
英大型零售商
禁未成年人买含酸商品
英国多家大型零售商将不再向 18 岁以下顾客
出售含酸商品，以减少泼酸伤人的犯罪行为。 这项
措施适用于下水道清洁剂、疏通剂及其他酸度高的
家用产品。
参与零售商包括百安居、乐购、威克斯、莫里森
斯、韦特罗斯、约翰·刘易斯等。
英国 《泰晤士报》 网站 8 日报道，2016 年至
2017 年度确定身份的泼酸袭击者中， 两成不满 18
岁。
新闻工作者拉塞尔·芬德利 3 年前在格拉斯哥
家门口遭泼酸袭击。 他支持零售业出台限制措施，
但认为这还不足以阻止那些执意犯罪的人。 芬德利
呼吁在对年轻人教育上再下功夫。
据新华社报道

澳高温天气令大量蝙蝠
“热坏脑子”丧命
外媒：快热
“
熟”了
新媒称， 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官员 1 月 9 日说，
当地数以百计的蝙蝠因不敌酷热天气而死去，其中
许多蝙蝠是因为高温“热坏它们的脑子”，而从栖木
上坠落。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 1 月 9 日报道，澳大
利亚西部郊区坎贝尔敦 1 月 7 日出现高达 45 摄氏
度的破纪录热浪，结果导致大批不堪高温的蝙蝠相
继从树上摔落。 当地官员说，受影响的蝙蝠没有上
千只也有数百只。
坎贝尔敦负责管理狐蝠的经理瑞安说：“它们
（蝙蝠） 基本上被煮熟了……这影响了它们的脑部
……它们的脑子被热坏了，意识变得错乱，感觉就
像站在没有遮阴的沙坑中。 ”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