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言六：新冠“毒王”拉姆达已诞生，疫苗没用了

流言七：吃苦瓜会导致骨质疏松

流言五：消灭天花、控制脊髓灰质炎

和麻疹，均与疫苗无关

流言四：“防闷神器”可以缓解口罩闷热感

流言：天气热时戴口罩会感到非常憋闷，“防闷神
器”支架可以将平面口罩支撑起来，增加口罩与口鼻
的距离，从而减少闷热感。

真相：口罩是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重要防线，“防
闷神器”在里面加一个支架，会影响到口罩的密合性，
令防护效果大打折扣。

规范化佩戴口罩时，需要双手把口罩捂住，用双食
指进行鼻夹塑形，贴合脸颊。支撑架一般是由塑胶制
成的，形状统一，难以符合每个人的脸型，又容易发生
移位。“防闷神器”中央的支撑幅度过大，容易导致口罩
两侧边缘出现缝隙，影响口罩的气密度，削弱其防护
性。此外，过大的呼吸区，也会令呼出的水汽难以蒸
发，湿热的气体积聚起来，只会让人感觉更加闷热。

医护人员在高风险区域使用的N95等口罩，虽然
也有支撑结构，但这是在确保没有漏气的情况进行的
支撑，原理上是不一样的。

流言：疫苗根本没有消灭天花、控制脊髓灰质炎
与麻疹，疫苗本身是一场骗局。

真相：疫苗在消灭天花、控制脊髓灰质炎与麻疹
传播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以疫苗接种后一些传染病并未消失为由，来制造
“疫苗无效”的谣言，往往故意忽略很多细节，甚至自
相矛盾。比如，有文章宣称“英国 1853年开始强制接
种天花疫苗，但 1870年仍然暴发天花疫情”来指控疫
苗无效。实际上，自 1853年开始强制接种天花疫苗
后，英国天花疫情的致死率大幅下降，1870年的疫情
源于法国的天花暴发，并不能说明疫苗无效。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从 1988年起与世界儿童基金
会等机构合作，开展了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全球计划。
正是得益于这一国际合作，脊髓灰质炎的全球病例从
1988年的 35万例降到了 2018年的 33例。至于麻疹，
2000年至 2011年，全球每年死于麻疹的人数从 54.2万
下降到 15.8万，下降了 71％，这也得益于全球麻疹疫
苗接种工作的进展。

流言：新冠拉姆达突变株是超越德尔塔突变株

流言：草酸影响钙吸收，食用过量会导致骨密度降低，所
以吃苦瓜会导致骨质疏松。

真相：过多的草酸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钙的吸收，
但它只是导致骨质疏松的若干个因素之一。苦瓜含有一定量
的草酸，确会影响部分钙吸收，如果肾功能不健全，过多的草
酸还可能与钙结合形成肾结石。但苦瓜并不是唯一含有草酸
的食物，甚至算不上所谓“草酸含量极高”的食物。

骨质疏松的根本原因是骨钙大量流失，导致骨密度明显
下降。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主要有：性别原因（女性风
险高）、年纪大、家族遗传、钙摄入不足、过度节食等等。

的“新毒王”，疫苗没用了。
真相：我们确实要警惕不断出现的突变株，但也不必理会

一部分人拿突变株进行“恐吓营销”。从研究和实验来看，显示
拉姆达有一定的免疫逃逸，但在众多突变株中谈不上突出，拉
姆达没有使疫苗失效。

6月 14日，拉姆达突变株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值得关
注的突变”，即在遗传突变水平上可能会导致病毒传播力增强、
免疫逃逸，并且突变株在公共卫生水平上展现出了潜在威胁。
根据拉姆达突变株在南美的扩散，特别是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成
为秘鲁的主要病毒株的情况，科学家认为拉姆达突变株是个传
播能力更强的病毒株。

在评估一个传播能力强的突变株的潜在影响时，我们还要
考虑到目前各个主要突变株间的竞争与此消彼长。依据跟踪
研究，拉姆达对其他突变株，并未表现出更强的竞争力。对全
球疫情而言，拉姆达的实际影响远不如德尔塔。

流言二：电动汽车不怕泡水

流言一：骆驼奶更接近母乳

流言：被誉为“沙漠白金”的骆驼奶，成分最接
近母乳，比起牛奶更适合喂养新生儿。

真相：新生儿最好的食物是母乳。母乳中不
仅含有婴儿所需要的所有营养，而且各种营养成
分的比例都在婴儿所需的合理范围内。母乳中的
蛋白质、脂肪和乳糖的含量通常分别是 1%、4%和
7%，而三者在牛奶中的含量约为 3%、4%和 5%。与
母乳相比，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过高、乳糖含量过
低，而骆驼奶的糖含量比牛奶还低，蛋白质又比牛
奶高。即使不考虑微量营养成分，仅仅是主要营
养物质的组成，骆驼奶就已经跟母乳相差太远了。
如果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实现母乳喂养，婴儿配方
奶是唯一被认可的选项。不管是基于牛奶、羊奶
还是大豆蛋白，婴儿配方奶粉中的营养成分都经
过调整，尽可能地“模拟母乳”，从而满足婴儿的营
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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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科学”流言榜为你揭开真相

流言：燃油车在大暴雨中被水浸泡后常常就
报废了。电动汽车防水性好，不怕泡水，甚至可以
当“陆地潜艇”用。

真相：理论上来说，电动汽车的涉水能力比
燃油车要强。电动汽车因其产品特性，通常在“三
电系统”（指电池、电机、电控，这些是电动汽车的
关键技术）的设计上更加注重密封性，发生浸水的
概率小。但是，暴雨时的环境并不可控，洪水有大
量泥沙等成分，比实验室的情况复杂得多。

正常情况下电动车泡水不会有漏电情况发
生，如短时间内轻度泡水，经过及时修理后可以正
常使用。但是长时间深度泡水之后，电动汽车也
照样会报废。暴雨可能会使装配在电动汽车底部
的电池剐蹭浸水，造成短路、漏电，引发危险。

另一方面，电路线束及线缆接头出现问题，一
样会使电动汽车浸水后面临较大安全隐患。另
外，不管燃油车还是电动车，除了观察最核心的动
力系统有没有被水淹，还需要注意其他一系列问
题，比如内部零件在浸泡后受到损伤，裸露的金属
钣金件发霉锈蚀、电子设备被水泡过后不及时维
修引发的其他问题等。

流言三：“增高针”可以帮助孩子长高

流言：如果担心孩子的身高不够，可以到医
院打“增高针”解决问题。

真相：“增高针”就是生长激素，在医学上主
要用于治疗矮小症，有明确的使用范围。患者能
否打生长激素，也有一套严格的要求和体检指标，
比如年龄、骨龄、激素水平等，并不是想打就可以
打的。

（每月“科学”流言榜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委网
信办、首都互联网协会指导，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北京地
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共同发布，得到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技
记者与编辑专业委员会、中国晚报科学编辑记者学会、上海科
技传播协会、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支持。）

生长激素的不良反应有很多，有些孩子在注射生
长激素后，甲状腺功能会出现暂时性减低的情况，会
有疲劳、乏力、虚胖等症状。有些孩子会血糖高，需要
定期监测，避免发生糖尿病的风险。还有的孩子会引
起内分泌紊乱、股骨头滑脱、脊柱侧弯等。

所以，通过滥用生长激素的方式“拔苗助长”，孩
子的健康反而很可能会受到损害。

小说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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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大夫说得有理，
你道他是谁？就是名垂
青史的屈原。楚怀王担
心不与齐国断交，秦国
不给商于，不听屈原所
言，一面派遣使臣去齐
国宣布断交，一面派逄
侯丑跟随张仪去秦国领
受土地。

逄侯丑到了秦国，张
仪避而不见。等了好长
时间，总算见到了。可张

仪根本不承认送给楚国
六百里土地，说他只答应
送给六里土地，这还是秦
王赏给他的。

逄侯丑气坏了，气呼
呼赶回国告给楚怀王。
楚怀王比逄侯丑还生气，
立即发兵攻打毫无信义
的秦国。大臣陈轸认为
出兵不妥，现在已经和齐
国弄僵，缺少援军，势单
力薄恐怕难以获胜。楚
怀王火气正盛，哪里听得
进去。

公元前 312 年，楚国
与秦国在丹阳（今河南省
丹水北岸）交战。秦军击
败了楚军，占领了汉中。楚
军不得不反击，一鼓作气
打到蓝田。岂料，孤军深
入，犯了兵家大忌，秦军
奋力一战，楚军大败溃
退，汉中失掉了。楚国元
气大伤，不能再与秦国抗
衡。

张仪略施小计，便解
除 了 楚 国 对 秦 国 的 威
胁。楚国为何会上当？
只因楚怀王与虞公一样，
都贪图小便宜，被蝇头小
利弄昏了头脑。只贪图
利益，就会一叶障目不见
泰山，明明螳螂捕蝉，黄
雀在后，就是视而不见。
许多事故都是在追逐利
益最大化中，忘乎所以，
不期而至。

阅读驰思：
一味追求经济效益，

忽 视 安 全 可 能 造 成 事
故。忽视安全生产投入，
同样会造成事故隐患。
因此，生产经营单位必须
具备安全生产的必要物
质条件。 (完）

明日起，本版块将连
载希望出版社出版的
《金珠玛米小扎西》，作
者曾有情。

四 个 牧 民
后排还站着四

个牧民，这四人看完之
后后面四人看。牧民把
每一页画报都看得很仔
细，喃喃自语。当然牧
民们重新排队再看一遍
也可以。这些画报许多
是以前出版的，但是牧
民们仍然很喜欢。画报
里还登着祖国的动物，
比如金丝猴，这猴有一
个很滑稽的面孔。画报
里还有彩色鹦鹉，长江
上航行的轮船，钢铁吊
车。如果乌兰牧骑不把
这些画报拿来，白银花
的人怎么会知道世界上
竟有这些好东西。牧民
从乌兰牧骑的讲解中得
知国家很大，分成很多
省。每个省都有各自的
江河，长着不同的植物，
各省人们的长相不一
样，穿的衣服也不一样，

而内蒙古只相当于一个
省。

丹巴和龙棠展示画
报时，协助他们的还有
金桃、巴根和江格尔。
说是协助，实际上他们
三个起不到什么作用，
但他们可以靠在桌子边
上看画报。平时，这些
画报锁在乌兰牧骑队部
的柜子里，一般人看不
到，也不许拿回家里给
家人看，因为这是公家
的东西。乌兰牧骑的人
认为画报里有天安门广
场、军舰、吊车和解放军
战士的图片，所以很神
圣。如果拿到家里弄脏
了，或不小心掉在地上
都很不吉利，人容易生
病。只有到了牧区，金
桃、巴根、江格尔可以尽
情看画报，但他们中间
为什么没有铁木耳呢？

铁木耳在村部的桌

子上画幻灯片。今天早
上，爸爸告诉他，村长说
过些日子，羊草打完了，
村里要举办那达慕大
会，这是牧区的重要节
日，届时牧民们比赛赛
马、摔跤和射箭，画一画
这方面的内容。 (完）

明日起，本版块将
连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人间要好诗——白居
易传》，作者赵瑜。

电动汽车不怕泡水? 吃苦瓜会导致骨质疏松?

流言八：长期喝浓茶会致重度贫血

流言：茶中含有大量的单宁，这种物质会阻碍人体对铁
的吸收，因此常喝浓茶会导致缺铁性贫血。

真相：单宁的确会妨碍铁的吸收，但从各国人群调查来
看，喝茶不会对人体铁的吸收产生很大影响，也不会导致贫
血。对于一般人来说，喝茶对铁的吸收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
不计的。人们喝茶一般不会很多，从茶叶中能够溶解出来的
单宁就更少了，对于铁吸收的影响其实很小。另外，我们日
常的饮食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多食物都含有铁，只要多吃点
富含铁的食物，就不用担心缺铁。有很多食物可以促进铁的
吸收，比如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C。

此外，导致贫血的病因是错综复杂的，除了常见的缺铁性
贫血之外，缺乏造血所需的其他营养同样会导致贫血，比如B
族维生素、维生素C、叶酸、维生素B12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