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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谣言时时翻新，辟谣工作见招拆招。 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直属单位中国健康传媒集团舆情中心
利用专属食品药品谣言库常年收集谣言、 监测谣言，定
期推出辟谣信息。 根据监测结果，2018 年，食品药品谣言
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规模或者影响力方面，都比前几年有
所减少或者减弱，社会各界辟谣的力度和速度大大加强
和加快。 该舆情中心盘点过去一年来的药品谣言，推出
药品“谣斯卡”榜单，为大家揭开这些谣言“演技”背后的
真相。

药品谣言“演技高” 真相知多少？
最照本宣科奖：“儿科用药宝典”
【谣言】 2018 年 1 月，一份号称转自某儿科医生
的“儿科用药宝典”在微信热传，刷爆朋友圈。 该“宝
典”手写记录，书写工整，针对孩子发烧、咳嗽、头疼等
症状列出了相应的治疗方案。 在流感爆发之际，这份
“
宝典” 被很多家长视为儿童用药指南， 甚至被称为
“
自诊用药标准”。
【真相】 这个网上热传的“
儿科用药宝典”是否出
自儿科医生之手尚未可知，虽然有一定的道理，看似
十分贴心，但实则过于公式化，患儿的病情发展千变
万化，如果按这种公式化的所谓宝典照方抓药，很可
能延误患儿病情，所以指导意义并不强。

最误导奖：“雾化有害”
【谣言】 一直以来，关于
“
雾化对宝宝身体伤害很
大”的消息不时出现在微信朋友圈，内容包括“国家禁
止医院输液，却出现了雾化，雾化比输液更有害……
雾化吸入的是什么？ 看看雾化里面成分一般都有哪
些：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
【真相】 雾化治疗是通过雾化器，将适用于雾化
治疗的药物分散成微小的雾化颗粒，通过吸入的方式
使药物到达呼吸道、肺部，使药物可以直接作用于病
灶上，从而起到良好的治疗作用。 雾化治疗是局部用
药，全身吸收少，因此全身的不良反应小，而且给药剂
量小，安全性高。 将有效的治疗手段故意曲解成“有
害”，可能会误导很多家长。

最通俗奖：“感冒药随意用”
【谣言】 网传感冒后可自行使用多种感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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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 感冒药普遍存在滥用的情况。 中国药
学会微信公众号“药葫芦娃”提示，感冒一定要去
正规的医院就诊， 不要因为嫌麻烦而选择自己随
意吃药。 就诊时要多与医生沟通，弄清楚用药的剂
量、时间和方法，告诉医生自己已经服用的药物，
以免药物混合使用产生毒副作用。

最荒诞奖：“药品将由保健品代替”

【真相】 此次“川贝枇杷膏事件”源于《华尔
街报道》的一篇文章，该文章的主标题采用客观
陈述句， 表示这种草药补充剂因能止咳而备受
纽约人的关注；副标题指出，虽然其有疗效，但
专家认为食用有一定风险。 然而，一些媒体在报
道时不仅脱离主标题原意， 而且直接忽视副标
题，重点突出中国
“
神药”走红美国，误导公众。

最多余奖：“止咳糖浆用水送服”

【谣言】 2018 年 12 月，一条有关“药品将由保
健品代替”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中热传。 消息称，
“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提出，在未来两三年之内
要下架 60%药品， 由保健品和食品代替， 并配以
“
官网”文章截图，宣称全民养生时代已经到来。
【真相】 经查询相关机构的网站和公开报道，
官方均未提出该说法。 其实，早在 2018 年 3 月份，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就对类似谣言进行辟
谣，表示“保健品代替药品”是个别自媒体恶意营
销行为， 要求发布此不实消息的网络媒体平台进
行处理。 另外，该谣言疑点重重，如目前我国只有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药品监管局，并无“国家
食品药品管理局”，再如网传消息中的网页截图有
明显的后期制作痕迹， 显然是用修图软件粗制滥
造的图片。

【谣言】 冬天感冒咳嗽时有发生，止咳糖浆
成了许多咳嗽者的首选药。 网传，止咳糖浆服用
后可以喝大量水送服，不会对药效有影响。
【真相】 咳嗽的产生是一种预防机制，当呼
吸道受到刺激时，就会产生咳嗽反应。 止咳糖浆
喝下去之后，会在咽喉部分形成一个保护膜，舒
缓咽喉部位的刺激，而用水送服会冲掉保护膜。
还有专家指出， 止咳糖浆经过口服进入胃部被
人体吸收，作用于肺部或者气管。 因此，止咳糖
浆进入胃里以后不要立即饮用大量的水， 水会
稀释胃液，减少止咳糖浆的吸收，也阻断了止咳
(江晨）
糖浆的起效过程，延长治愈时间。

最离谱奖：“川贝枇杷膏在美国成‘神药’”
【谣言】 2018 年 3 月，有不少媒体报道，京都
念慈庵的川贝枇杷膏在美国纽约突然走红， 称这
瓶“神秘的东方液体”在纽约被炒至天价，遭遇美
国人疯抢，甚至“突然间，所有人都在谈枇杷膏”。
这则新闻最后被证实是真假掺杂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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