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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谷物－－教育和文化的思考
Whole Grain Promotion – A few thoughts 

on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China



一、发展全谷物食品－－理性的回归
Whole Grain Foods Development – Rational Comeback

（一）谷物食品的天赋功能 Natural function of grain foods

1、维持生命 maintain life

谷物食品的基础功能是提供热量、满足饱腹感，孕育和
维持生命；

2、愉悦和享受 pleasure and enjoyment

比较高阶的功能是满足口感的享受；

3、健康促进 health improvement

这是最高阶的功能，对人类健康的促进。植物化学素和
活性物质－－增强免疫能力、和抵御老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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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味同健康的矛盾 delicious and healthy sometimes 
do not coexist

随着人们解决了温饱，走入更加追求美味的时候，我们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工工艺和设备的进步，使
人们从食物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享受，提高了生活的质量；

另一方面，随着设备、工艺的进步，食物日益精细、美
味，人们的健康状况却未能同步提高；反而出现了倒退，慢
性疾病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更令人担忧的是，曾经屡试不爽的手术刀＋抗菌素的治
疗手段变得效果不佳。食物的第二阶功能影响了第三阶（高
阶）功能的实现！



一、发展全谷物食品－－理性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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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视发挥食物的高阶功能 focus on promotion of high 
function of foods

多种慢病高发、高阶功能实现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胃
肠道功能的显著下降。

1、过度精细的食物损失了过多的营养和活性物质，破坏了
营养结构的平衡，降低了免疫和抗衰的能力；

2、过度精细的食物影响了肠道排除有毒有害物质的能力，
留下患病的隐患。

因此，恢复肠道的“原动力”成为追求健康的当务之急！



一、发展全谷物食品－－理性的回归
Whole Grain Foods Development – Rational Comeback

（四）全谷物－－恢复肠道功能的首选 whole grain – first 
choice to restor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function

健康保护的两条途径（从食物角度）

1、全谷物食品---将精细加工丢失的必需营养素寻找回来
（保留下来）；

2、膳食补充剂---将失衡的营养结构调整回来（加强短板）。

对消费者来说，劝说他们尽量吃光、吃尽天然食物中的营
养似乎比吃保健品（形态象药）更易于接受。

当然，不要忘记任何营养和健康措施都是以更方便、更节
约时间、更“傻瓜”为前提的。



二、中国发展全谷物食品的进展 2-1
China Whole Grain Foods Development

（一）会议和考察 conferences and visits

1、波特兰
2011年1月30日至2月3日，正值我国春节期间，国家

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主任于小冬教授等赴美国波特
兰参加由国际“全谷物理事会”召开的“全谷物新潮流国际论
坛”。
（1）学习、交流了各国企业、政府、公益组织、学校等研
发、生产、政府支持、市场推动、媒体宣传的经验。中国
代表团及报告受到高度关注；
（2）拜访了美国小麦中心,同相关企业座谈;
（3）实地考察了美国市场上的全谷物产品销售情况，亲自
品尝了各种全谷物食品。



二、我国全谷物工作进程 2-1

（一）全谷物食品发展国际论坛

1、赴国外取经













二、中国发展全谷物的进程 2-5
China Whole Grain Foods Development

2、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 MN

2012年5月20日至22日，于小冬教授等受国际谷物
健康基金会邀请，赴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参加有多国
食品、营养、医学专家和企业家参加的研讨会。

与会代表以大量的、充实的临床报告和实验数据，
论证了全谷物食品中功能成分对慢性疾病预防和治疗
的积极作用，从理论上对全谷物的发展给予了更加有
力的支撑。

会议期间，于小冬教授受邀作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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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丹麦、德国、日本 Visits to Denmark, Germany, 
and Japan

赴有关国家考察、引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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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发展全谷物的进程 2-3
China Whole Grain Development

（二）研讨和企业动员 Discuss and Mobilize Industry

1、第一次会议
2011年4月20日至21日，由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全

谷物理事会（国际）、健康谷物基金会（国际）、中国粮油学会粮油
营养分会联合举办的“全谷物食品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召开。

这是我国首次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全谷物食品”专题研
讨活动。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墨西哥、日本等国
以及台湾地区的全谷物食品顶尖专家；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食
药局、国家粮食局等部门的领导；国内外著名企业和相关行业组织的
负责人等200余位代表参加了论坛。

论坛取得了圆满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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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以“全谷物食品与健康的关系”、“全球的趋势
和发展潮流”、“如何拓展中国市场”三个单元进行了深
入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发展全谷物食品机遇
和挑战并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一个过程。

首次论坛的召开在中国粮油食品生产领域、食物
营养与健康领域、国民宣传教育领域、尤其是在我国
广大的消费者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热烈的反响。
从而对进一步促进我国健康主食的研发生产，引领国
民树立科学饮食的理念和培育健康的饮食习惯、发挥
了重要的现实作用。

















二、中国发展全谷物的进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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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会议 2nd Conference

2013年10月19日至20日，第二届全谷物食品发展
论坛由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办公室、全国健康家庭
联盟和中国大健康产业联盟联合主办，在北京科技会
堂成功召开。

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国务院三农办公室、卫计
委、国家食药局等部门有关领导和粮油骨干企业、大
学、科研机构的近2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与首次会议相比较，此次会议更加注重企业动员
及市场发动，更加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二、中国发展全谷物的进程 2-7
China Whole Grain Development

会议就“政策法规与标准”、“科研攻关与产品开发”、
“知识普及与公众教育”、“渠道建设与市场开拓”、“行
业组织与管理”等代表们关心的问题组织了专题报告，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组委会还特别邀请了中国农业大学的范志红教授
作了题为“全谷物食品的营养学价值研究进展”的报告；
邀请中华糕饼文化促进会王长龙总干事作了题为“全谷
物畅销第一步—----谷物的文化密码”的报告，引导大
家重视从饮食文化层面拓展全谷物食品市场，使代表
们感到大受启发、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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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值得一提的其它亮点：

为了配合论坛的举办，论坛召开前夕，国家公众
营养改善项目办公室与“家乐福”超市在上海联合举办
了“全谷物食品宣传周”。活动吸引了大量顾客，全谷
物面包等产品往往在中午刚过就销售一空；

会议通过了“中国全谷物理事会”章程，宣告了“中
国全谷物理事会”成立；

在粮油营养与健康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
成就的数十家企业获得了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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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发展全谷物的进程 2-9
China Whole Grain Foods Development

（三）行业组织与领导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nd 
Leaders

借第二届论坛的东风，中国全谷物理事会会议于
2013年11月23日在河南工业大学召开。会议通过了理
事会顾问、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以及专家委员会名单，中国全谷物理事会正式工作。

会议期间举行了全谷物标准制定开题会，确定由
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屈凌波教授全面负责全谷物标准
制定工作。

代表们利用午餐后的休息时间参观了河南工业大
学全谷物食品研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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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015年上半年 (2014-first half of 2015)
（1）修改完善理事会章程及附属文件；Finalize by-laws
（2）制定全谷物食品标识授权使用办法；develop whole grain 

food stamp usage procedures
（3）编制“全谷物标识”授权使用指南；compile “whole grain 

stamp” usage guidelines
（4）注册标识；register stamps
（5）与河南工大、标委等单位研究标准制定；develop 

standards
（6）与中粮、古船、宾堡等企业研讨工艺、市场推广；research 

on technology and market promotion
（6）参与大程全谷物车间选考察、选型、筹建 Participate in 

Henan Dacheng Group whole grain mill setup







二、中国发展全谷物的进程

（四）中国市场缓慢加热 China market slowly picks up







三、问题与思考 Questions and Thoughts

（一）挑战 Challenges

1、来自消费者 from consumers

（1）健康素养较低。近年来我们做过一些测试，证明具有健
康素质的人仅占全体人口的6%左右；而在“网民”中有40%的人
属于“营养盲”，基本没有营养知识。这是由于我们的基础教育
（中小学）教材中，这方面的内容很少，国民的营养和健康知
识先天不足。应该看到，在中国发展全谷物食品同其它营养产
品一样，虽然市场巨大，但是需要经过一个慢热的过程。
比较来说，消费者教育在中国是更加艰巨的工作；

6% of the population has health literacy; 40% of Chinese 
netizens have little knowledge of health and nutrition.



三、问题与思考 Questions and Thoughts

（2）口感、观感要求高 high demand for taste and appearance

中国是一个异常讲究美食的国度，2500多年前的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孔子，
就提出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原则。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中国
人对食物的要求首先就是美味、好吃、好看。因此，虽然中国各大区域的饮食
习惯不同，发展形成了许多饮食体系，但是以“追求口味要求”作为第一原则却
无一例外。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必须尤其重视烹调方式、器具、原料品种的选择
和改进，以推进工作；

China is a country that has long favored food of delicious taste. More than 
2,500 years ago, Great Educator and Philosopher Confucius had promoted the 
principle of “eating refined and well processed foods”. Chinese consumers 
demand foods that are delicious and good taste when they can afford them. 
Therefore, although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country have develope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 culinary systems, taste of food remains the most important 
requirement.



三、问题与思考 Questions and Thoughts

2、来自企业 from industry

消费者购买全谷物食品的主要诉求是健康功能，而
健康功能的保障在于全谷物的“全”字，也就是必须保障
食品中最低的有效成分数量和比例。

目前市场中存在问题：较多产品中全谷物原料含量
标注不具体，甚至不标注。

打着全谷物的旗号浑水摸鱼的产品不少。



三、问题与思考 Questions and Thoughts

（二）我们的思考和应对Our thinking and strategy

1、关于定义与标准 definition and standard

（1）美国：加工后麸皮、胚乳、胚芽三部分营养比例同颖果相当。
欧洲:  加工后，颖果整体损失不高于2%；麸皮损失不超过

10%。
我国：加工后，颖果整体损失不高于5%；麸皮损失不超过

20%。（理事会标识标准）



三、问题与思考 Questions and Thoughts

（2）原料加工允许采用不同的工艺路线
谷物整体加工；
谷物不同部分分开加工，然后严格按照比例混合。

（3）全谷物食品的基本标准
每份（25克）全谷物食品所含全谷物原料不低于8克全谷

物原料。
（4）全谷物食品的高量标准

每份（25克）全谷物食品所含全谷物原料不低于16克全谷
物原料。
（5）100%标识

只允许100%的全谷物原料或全谷物食品使用。



三、问题与思考 Questions and Thoughts

（三）以先进的教育和文化思想开拓市场 use modern education and 
cultural ideas to expand market

1、需要形成New   Norm  (新潮流）
我们的认识是，产业发展的灵魂－－先进理念与文化领导力。当具

备了消费能力、潜在市场需求、科学技术、产品研发生产……等多种必
备条件后，形成“引领食品消费的新风尚、新文化”至关重要。

“食尚文化”建设的两个关键要素（虚实结合）
（1）使参与者具有自豪感，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引领时尚生活和
时代潮流，站在新文化高地之上；
（2）满足参与者某种清晰的诉求，如美肤、瘦体、调整胃肠功能等。



三、问题与思考 Questions and Thoughts

2、成功的案例 success stories
改变人们千百年形成的饮食习惯绝非易事，但也不是不可

能。几十年前中国人喝的红酒是加糖的甜水；炒菜的油是花生
油、大豆油、菜籽油等，从不知道橄榄油；大部分中国人也不
习惯吃奶酪。但是现在中国成了红酒、橄榄油的消费大国，其
原因主要是文化和市场教育。能够战胜和引导饮食习惯的只有
文化！当然，科技是基础和支撑。

It is absolutely not an easy task to change consumers’ eating 
habit that has been formed over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but it is still possible. Decades ago, red wines that Chinese 
people consumed were sugared water; cooking oils were 
peanut oil, soybean oil, and rape seed oil, and olive oil was 
unknown; a majority of Chinese did not like cheese. Now, 
China has become a major consuming country for red wine 
and olive oil thanks to food culture education and marketing. 
Only consumer education can lead to eating habit change. 



三、问题与思考 Questions and Thoughts

3、中国全谷物标识—布谷鸟的故事 China Whole Grain 
Stamp - Cuckoo story



三、问题与思考 Questions and Thoughts

＊一种会挑食谷物的鸟类
＊因为它要远飞、高飞，要抵御各种气候、疾病和伤害
＊所以它必须健壮、有耐力而又轻盈快捷
＊鸟类成为人类选择主食品的老师
＊它会挑选全谷物，并作为全谷物食品的标志

（三个等级，已经贴在产品上，该标志所有权属于中
国全谷物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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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与思考 Questions and Thoughts

4、古为今用的中国健康文化 Traditional Chinese 
health culture

中国推广全谷物食品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这就是拥
有传统医学的深厚积淀。现代保健医学和现代营养学发现天然
食物中的多种营养组分具有协同增效作用。这为我们认识和倡
导全谷物食品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医等传统医学其实很早就“悟”出了这一点。首先他们早
在数千年前就知道很多食品其实有疗效；其次他们了解用作医
疗的食品（或者草药）整体使用效果更好。不仅如此，他们还
懂得使用多种食品（或者草药）协同增效！。
我认为，中国推进全谷物食品，这是应该发扬的文化优势。





四、关于发展全谷物食品的思考 4-9



感谢聆听！

Thank you!

联系邮址：yxd@cpndc.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