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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
这是真的吗

著名科学流言
近来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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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可以不用接种

营养价值也没有意义。这个世上没有绝对意
义上的好食物，
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坏食物，
合理搭配，
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

流言:
疫苗总
“出事”
，
最好不要接种疫苗。
真相：
■施一公曾说
“认知崩塌，
世界不存在”
疫苗是将病原微生物（如细菌、立克次氏
体、病毒等）及其代谢产物，经过人工减毒、灭
流言:
活或利用基因工程等方法制成的用于预防传
知名科学家施一公曾经在一次演讲中
染病的自动免疫制剂。到目前为止，疫苗是
说：
我的认知再度崩塌了，
世界可能根本不存
人类对抗传染性疾病最有力的武器。
在；
所谓
“迷信”
，可能是超级科学！
通过接种疫苗，
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
脊
真相：
髓灰质炎病例减少了 99%，白喉等传染病发
施一公院士本人曾就此亲自做出回应：
病罕见，
麻疹、新生儿破伤风等疾病的发病率 “这些网络和微信上流传的所谓我的演讲，
大
显著下降。目前我国之所以能将白喉、百日
多经过了拼接和加工，不是我的原意。而这
咳和新生儿破伤风控制在较低水平，靠的就
些标题更是胡说八道、断章取义！虽然我尽
是极高的接种率。
量通过有关渠道来交涉，但这类无聊的搏读
不接种疫苗的后果很严重。例如未接种
者眼球的文章越来越多，
实在是很无奈！”
乙肝疫苗的新生儿有可能感染乙肝病毒，而
可见，
这些热传的文章并不属实，也一直
新生儿感染乙肝病毒，约 90% 以上将发展
在困扰着施一公院士。经过信息查证，施一
成慢性乙肝。如患乙肝后不进行抗病毒治
公的确曾在“未来论坛”年会上发表过题为
疗，其中 1/4 最终将发展成肝硬化和肝癌。 《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的演讲，但演讲时间
接种疫苗的效果则有目共睹：1992 年前，国
是 2016 年 1 月 17 日，并非如网络文章中所
内 15 岁以下人群中乙肝病毒携带者比例接
说为 2016 年 10 月、2017 年甚至 2018 年
近 10%，开展计划免疫接种后，已经下降到
等。施一公演讲全文最初于 2016 年 1 月
3% 左右。可见疫苗在对抗疾病方面发挥了
18 日
“赛先生”
微信公众号发表。
重大的作用，只不过由于疫苗是用来预防疾
经过梳理，在 2017 年 9 月底至 10 月
病而非治疗疾病的，它产生的效果不像药物
初期间，出现了两种在施一公院士演讲原文
那样容易被感觉到。
基础上加工的“热文”，其一是篡改了标题和
2014 年 12 月，美国加州爆发麻疹疫
导语，流传时间较早；
其二是将演讲内容也进
情，近百人确诊麻疹，而实际上在 2000 年，
行了裁剪与添加，从标题乃至内文都变成了
美国已经宣布
“消灭了麻疹”
。2016 年，美国
一篇“全新”的文章。在这样的篡改和嫁接
著名科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
（JAMA）
中，
施一公的演讲被添上了
“认知崩塌”
“世界
发表了一篇文章，通过对众多研究和报告进
不存在”
“迷信是超级科学”
等说法，
并作为标
行分析发现，未接种疫苗或疫苗接种不充分
题传播。相关的自媒体作者，将网络上不明
的美国人，在麻疹和一些百日咳爆发事件中
来源的文章内容作为假结尾自行添加到了施
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反映了公众因对疫苗
一公院士演讲内容的后面，与正文混为一谈，
信心下降而导致的接种率降低，可能引发更
并且借用耸人听闻的字眼吸引关注与转发，
大面积的传染病流行甚至暴发。
造就出了这样一篇“似是而非”的谣言文章。
诚然，问题疫苗事件的爆发值得我们保
这些拼凑编造出来的文章，每隔一段时间就
持足够的警惕，
但总体而言，
接种疫苗是安全
会在网络上传播。
的，并且接种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可能由其
我们确实需要探索未知，但科学没有似
带来的危害。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害怕接
是而非，
更没有论证出
“神”
的存在。相反，
这
种到问题疫苗而放弃疫苗接种，只有足够多
种
“借葫芦卖假药”
的
“网络鬼神”
更值得我们
的人接种疫苗，
才能形成广泛有力的防御。
警惕。

■喝蜂蜜可以润肠通便

流言:
蜂蜜具有较高医学价值的润肠通便功

能。
真相：
有些人之所以喝蜂蜜后“通便”了，是因
为他们的身体果糖不耐受。
蜂蜜含有大量的果糖，而果糖的吸收较
为缓慢，因此，大量饮用蜂蜜后，肠内渗透压
会增加，水分往肠内跑，促使粪便湿化，就容
易拉肚子。同时因为吸收不完全，部分果糖
会在结肠细菌的作用下，
转化为有机酸，
进而
刺激肠道、加速肠蠕动。
换句话说，
理论上讲，
大量进食任何高果
糖食物，
都可以促进排便；
如果本身存在果糖
不耐受，
效果就会更好。
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
一杯蜂蜜的通便
效果，和一杯糖水差不多。
对于慢性便秘来讲，调整生活方式更为
重要。具体来说，一要增加纤维素和水分的
摄入，二要适度运动，
三要养成良好的排便习
惯。

■肥猪肉被列为十大最营养食物之一

流言:
在英国科学家评选出的 100 种最营养
的食物中，肥猪肉凭借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高且能提供维生素 B 和矿物质位列第八位。
真相：
英国广播公司（BBC）确实有这篇报道，
来源是 Plos One 杂志的一个研究论文，但
BBC 的这一报道对原文解读有误。
在这篇论文中，研究者是按营养适应度
（nutritional fitness）为 食 物 打 分 排 名 的 。
这个营养适应度并不是某种食物的营养评
分，而是指一种食物在所有组合中出现的频
次。由于肥猪肉不仅含有丰富的脂肪，而且
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比较
“百搭”
，
因而出现的频次多、得分高。
也就是说，这个排名是指哪种食物更适
合用于膳食配餐，排名高的食物和其他食物
一起吃的时候，会更可能满足你每日营养需
求。所以，这个排名并不是指营养价值最高
的食物排名。
评价食物的营养高低，仅从单一成分分
析是远远不够的，拘泥于某种食物单方面的

■微信可以转发语音骗钱

流言:
微信可转发语音骗钱，已有多人上当。
真相：
“朋友”在微信上借钱，明明发来了本人
说话的语音确认，
怎么还是被骗了？
经过核实发现，其实这些用户手机上安
装的，根本不是正版的微信！而是冒充的
“李
鬼”
软件，
也就是
“山寨微信”
！
腾讯公司安全部门介绍，
“李鬼”微信软
件具备和微信相同的聊天、语音等通讯功能，
破坏了微信的安全认证与通讯控制机制。同
时，这种“增强版微信”
（实际上是“山寨微
信”
）可以转发语音（通用版微信无法转发语
音），若平时聊天中有相关语音，也可能被骗
子利用！
腾讯官方提示：如果发现了这样的“李
鬼 ”微信，可投诉举报。搜索微信小程序“腾
讯举报受理中心”
投诉即可。
提醒广大网友，不要使用此类外挂软件
（山寨微信），以免受到损失。此外，
不要轻易
透露个人信息，如他人在微信上提出转账请
求，
需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确认对方是否本
人。若发现微信账号被盗，应及时冻结账号，
并通知其他好友切勿上当。

■无创 DNA 检测可代替羊水穿刺

流言:
无创 DNA 检测“准确率高达 99.99%”，
还能有效避免羊水穿刺的弊端，进行无创取
样。
真相：
无创 DNA 产前检测通过采集孕妇外周
血，从血液中提取游离 DNA（包含妈妈和宝
宝 DNA），就可以分析宝宝的染色体情况。
但要特别注意的是，无创 DNA 检测是一种
产前筛查技术，而羊水穿刺则是一种产前诊
断技术，
它决不能取代羊水穿刺的作用。
无创 DNA 检测排查的目标是畸变率最
高的三对染色体：21、18、13。这三对染色体
数量异常的后果，
分别对应着唐氏综合征、爱
德华氏综合征、帕陶氏综合征，正是新生儿最
常见的三类基因缺陷。该检测方法可以排查
出这三种染色体的“三体”情况（在正常的一
对两条染色体基础上，畸变多出了一条），即
21- 三体、18- 三体、13- 三体。

但如果基因缺陷并非“三体”，而是“质量异
常”，那么靠无创 DNA 检测是无法排查出来
的。
筛查是对一个大范围的人群做普筛，如果
有高风险还要再做确诊。无创风险低，但能检
测的目标也较少。游离 DNA 的筛查所谓的准
确率 99.99%，也是仅针对那三对染色体的“三
体”状况而言的。而羊水穿刺是针对 23 对染色
体，对数量异常和质量异常都进行判断的全面
诊断。作为一个产前诊断方法，基本能够接近
100% 地检查出染色体数量以及形状的所有异
常。
另外，一般来说，羊水穿刺发生流产风险的
概率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总体是安全的，作
为一个产前诊断，获益也比较明显。因为拿到
胎儿染色体的分析结果，医生就能做出明确的
诊断，而不像筛查结果，只能做出间接地推测和
判断。

■芦荟既能美容又能抗癌，
是种
“完美”
食物

流言:
芦荟既能内服又能外敷，不但可以美容润
肤，
还能预防和治疗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
真相：
芦荟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研究最
多的是蒽醌类物质，主要存在于芦荟的表皮及
皮下的黄色乳胶中。其中最典型的是芦荟素，
可以刺激肠道排泄，不过同时它也是芦荟毒性
的主要来源，过量服用可产生腹痛、腹泻等毒性
反应。个别研究还发现它与孕妇流产有关，尽
管证据不太确凿，但足以引起重视。
尽管传统药物、保健品和化妆品行业常常
声称芦荟有各种各样的功效，但实际上科学证
据有限，
而且不同研究的结果也常常相互矛盾。
目前中国允许用于普通食品的芦荟产品仅
有“库拉索芦荟凝胶”，常见于酸奶、饮料、甜点
等，其效果类似海藻糖、卡拉胶等增稠剂。不
过，国家规定库拉索芦荟凝胶每天的食用量不
得超过 30 克，且产品必须标注“本品添加芦荟，
孕妇与婴幼儿慎用”，可见即使是合规使用的芦
荟，
如果过量也可能存在一定毒性。
便秘患者常服用含有芦荟、大黄、番泻叶等
成分的泻药，有研究发现，这些人的肠道在用药
较长时间后会变黑。国内也曾报道过，有消费
者吃了添加泻药的违规减肥药导致肠道变黑的
案例。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某些肠道癌症可能
与长期服用这类药物有关，因此欧美国家开始
控制这些药用植物的使用。
其实芦荟素在体外研究中有比较明显的抑
制肿瘤细胞的能力，甚至有人将芦荟素提取浓
缩，制成药物，声称可以抗癌。但英国癌症研究
中心经过审慎评价后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芦
荟素可以预防或治疗癌症。从这个例子就能看
出，体外实验的结果往往并不靠谱，但不少商家
宣传的
“功效”
却常出自于此。

■用金鱼能检测茶叶农残

流言:
一段“用金鱼检测茶叶农残超标”的视频显
示，分别在绿茶、花茶和黑茶内放入金鱼。金鱼
进入绿茶和花茶后，没过多久就出现了翻白眼、
死亡的现象。然而，放入黑茶里的金鱼却一直
正常游动，并未出现任何异常。这是因为市面
上的绿茶、花茶中含有农药残留，而某品牌黑茶
中因为没有农药残留，才能让金鱼安全存活。
真相：
事实上，小金鱼的死跟传言中提到的“农药
残留”无关。这种看似直观的实验，也根本无法
检测茶水是否真的含有农残。近期，多地监管
部门都对这一视频进行了辟谣。
金鱼在绿茶、花茶中死亡，可能是因为茶水
中含有一定的茶多酚，茶多酚会对金鱼产生一
定的刺激作用，小金鱼无法抵抗。相比黑茶而
言，绿茶和花茶中的茶多酚含量较高，因此绿茶
和花茶中的小金鱼反应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另一个可能导致小金鱼死亡的原因，是茶
水中泡出的茶皂素。茶皂素会通过破坏鱼鳃的
上皮细胞进入鱼鳃血管，使细胞膜通透性发生
改变，最终导致金鱼死亡。黑茶中的金鱼逃过
一劫，则是因为黑茶是发酵类茶叶，在发酵过程
中，茶皂素会消耗很多，但长时间放置在黑茶
中，
金鱼也有可能死亡。
朋友圈流行的这类“简易实验”，虽然看似
有效，但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并不可信。公众
还是应该参考权威的信息来源，小心陷入商家
的营销陷阱。
也不用过于担心茶叶农残的问题。根据农
业部每年对全国茶叶质量安全进行的例行监
测，近 3 年茶叶农药残留监测合格率分别为
97.6%、99.4% 和 98.9%，表明市场上的茶叶安
全是有保障的，不合格的茶叶只占极少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