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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科学”流言榜公布
吃橙子喝可乐会导致新冠病毒抗原检测阳性？

东西向睡觉会导致失眠
流言：睡觉时身体要顺应地球磁场的方向，即南北向
躺卧。 东西向睡觉会导致失眠。
真相：地球磁场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目前没有任
何研究能证实躺卧方向会影响睡眠质量。对此，中华医学
会睡眠障碍协作组专家表示， 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各种
磁场中，人体自身也有磁场，两者已建立某种平衡，因此
地球磁场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 目前没有任何研究能
证实，睡眠方向会影响睡眠。
失眠主要是由睡眠节律紊乱引起的， 比如经常变换
作息时间、晚睡晚起、在床上看书、玩手机等，都可能影响
人体节律、加重失眠。此外，失眠还受年龄、遗传因素等影
响，精神疾病、服药等也会引发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

经常手抖就是帕金森病

吃橙子喝可乐会导致新冠病毒抗原
检测阳性
流言： 做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前不能吃橙子或者喝可
乐，否则结果会变成阳性。
真相：喝可乐、吃橙子以及其他的日常饮食是不会影
响抗原检测结果的。 进行新冠病毒抗原核酸检测应严格

服用 “聪明药 ”能提升考生专注力
流言：在重要考试前，服用“聪明药”能够提升专注
力，帮助考生取得更好的成绩。
真相：所谓能“
提升专注力”的药，一度以“聪明药”的
名头在考生和家长、 网文写手及考研、“考公” 一族中热
传。 事实上，“
聪明药”其实就是莫达非尼、利他林、专注达
等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属于一类管制精神类药品。 这类
药品在临床上用于治疗儿童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 严重
的嗜睡症等，健康人服用初期会感到精力旺盛，但很快会
显现出恶心、失眠、头疼等副作用，还可能形成药物依赖。

糯米做的食品都不好消化
流言：汤圆、元宵等食物都是用糯米做的，黏糊糊很
难消化，所以每次不能多吃。
真相：人们觉得糯米难消化，可能是因为汤圆、元宵、
八宝饭等食物同时还含有大量的糖和脂肪，给人以“腻”
的感觉。 事实上，黏糊糊的糯米比其他面食消化起来更容
易。 人们常吃的主食如大米、白面等，所含的淀粉结构主
要是直链淀粉，而糯米中99%以上都是支链淀粉，其分子
结构上分叉较多，因此更容易糊化。 而在人的消化系统分
解淀粉时，是从分子末端将其水解，所以有很多分支的支
链淀粉，被水解消化的效率其实更高。
但是，正因为消化更快，与我们平时吃的大米、白面
相比，糯米的血糖升高指数（GI）也较快（大米饭的GI是
82，而糯米的GI是87），所以一次不宜吃太多。
（据《兰州日报》）

设临时隔离观察点、“一客一用一消毒”……

我省麻将馆最新防控要求来了！
近日，四川省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应 急 指
挥部办公室发布《四川省棋
牌室（麻将馆）疫情防控指
引》，对提供棋、牌、麻将 活 动
的棋牌室（麻将馆），在疫情防控
制度、从业人员防护、环境卫生
要求、入场人员管理、应急处置措
施等方面给予疫情防控指引。
《指引》明确各棋牌室（麻将馆）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投资人、经营者）
为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需签署《疫情
防控责任承诺书》， 制定疫情防控应急
预案，明确应急处置流程；做好口罩、消毒液、洗手液、测温
仪等防疫物资储备；有条件的，在相对独立、人流较少的区
域设置专用临时隔离观察点；加强防疫宣传，做好员工培
训和防疫宣传，积极向进入棋牌室（麻将馆）的人员宣传疫
情防控政策；建立从业人员信息档案，完善健康监测制度

和外出报备制度并存档备查，按照“
应接尽接”的要求，督
促员工做好疫苗接种。 从业人员工作期间，应按规定佩戴
口罩，勤洗手和消毒，与入场人员保持安全距离。《指引》还
对各棋牌室（麻将馆）的环境卫生和入场人员管理提出明
确要求。 要求加强室内通风换气，保证室内空气卫生质量
符合公共场所卫生指标要求，通风不良时采用机械通风等
方式；每日对棋牌室（麻将馆）内外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清洁
消毒，建立消毒台账；对使用过的包间及娱乐工具等公共
用品和设施进行清洁和消毒，做到“一客一用一消毒”；有
条件的棋牌室（麻将馆）应在进门处安装高清摄像头，妥善
保管监控录像记录，便于开展人员追溯和排查。
进入棋牌室（麻将馆）的人员要严格执行测量体温、
亮健康码、查行程卡、扫场所码等措施，规范佩戴口罩、保
持社交距离；有A、B类地区旅居史人员、健康码异常（红
码、黄码或临时弹窗等）和行程卡带“
*”人员，禁止入场。
如发现异常或出现可疑症状时， 应落实相关疫情防
控措施，按有关要求报备所在村（社区），有序做好防控应
急处置工作。
（川新）

6月底前揭晓答案
养老金作为百姓的“养命钱”，能否按时
足额发放备受关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
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确保按时足额发放。《意
见》要求，由人社部和财政部牵头，6月底前
出台相关政策。 这也意味着，退休职工的养
老金将迎来“
十八连涨”，城乡居民的养老金
也将有所提高。
在职 工 养 老 保 险 方 面 ，2018 年 ～2020
年， 退休人员养老金连续3年涨幅均为5%，
2021年涨幅调整为4.5%。 在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方面，2021年全国17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提高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惠及
7800多万老人，绝大部分是农村居民。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如何推进 ？

6月底前公布

《意见》明确，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办法，将由国家医保局牵头，财政部等分
工负责，6月底前出台相关政策。 目前，跨省
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全
国所有省份、所有统筹地区、各类参保人员
和主要外出人员。截至今年2月底，全国门诊
费用跨省直接 结 算 已 联 网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4.92万家，定点零售药店8.98万家。
此外，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覆盖范围
进一步扩大， 全国63个统筹地区的826家定
点医疗机构启动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
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
排异治疗等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试点。 2022年底前，每个县至少有1家定点医疗机构
能够提供包括门诊费用在内的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服务；基本实现上述5个主要门诊慢特病的相关治疗费
用跨省直接结算统筹地区全覆盖。

？

流言： 随着社会老龄化， 帕金森病的发病率也在上
升：有些人经常手抖，就是帕金森病的症状。
真相：手抖术语称为震颤，是公众眼中帕金森病的典
型症状，但有手抖症状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有帕金森病，心
理压力、肌肉疲劳或服用某些药物等原因也会导致震颤。
另一方面，也并非所有帕金森病患者都会手抖，有些
患者仅有肢体的僵硬感，没有震颤，这种情况被称为非震
颤型帕金森。 事实上， 动作迟缓才是帕金森病的核心症
状。 患者可能感觉到刷牙、打鸡蛋等精细动作不灵活，走
路时手臂不能自如摆动，写字变小，表情变得平淡等。 患
者在某些时期也可能出现躯干的侧倾、 肢体不自主运动
或者是明显的姿势异常， 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异动症或
者肌张力障碍。 此外，帕金森病还具有很多非运动症状，
包括嗅觉失灵、情绪低落、睡眠问题、智能减退、小便频
急、顽固性便秘等，通常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以提供更
好的综合治疗方案，不能只看
“
手抖”与否。

按照说明书操作，如操作不符合标准，得到的结果没有意
义，但不能就此认为抗原检测结果不准确。 检测试剂盒的
原理简单来说是通过特异抗体捕获病毒抗原，但抗原抗体
的结合需要在适当的pH值（酸碱度）下发生。 正常情况下，
浸泡拭子的样本处理液里含有缓冲体系，可以保证抗原抗
体在合适的pH下结合。
那么，吃了酸性食物后能做抗原检测吗？ 答案是肯定
的。 拭子采样后需要浸泡在样本处理液后才能做检测，样
本处理液中包含Tris-甘氨酸、 高浓度氯化钠等物质，能
够有效稳定金标抗体的结构，避免干扰反应的发生。 只要
按照规范的操作流程， 将采集拭子与样本处理液混合后
再进行检测，就不必担心酸性物质引起的检测假阳性了。

养老金涨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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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向睡觉会导致失眠”“经常手抖就是帕金森
病”“吃橙子喝可乐会导致新冠病毒抗原检测阳性”……
这些貌似“
科学”的流言，你要是相信，就可能信错了！ 真
相如何？ 权威发布的 4 月“
科学”流言榜为您揭秘。

养老金待遇怎么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怎样推进？全国医保用药范围何时统一？“小
哥”们发生职业伤害如何保障？ 技能提升补
贴怎样申领？ ……
在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落实〈政府
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分工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中，这些涉及养老、医疗、工伤等方
面的社保政策在年内如何落地，均有了明确
时间表。

全国医保用药范围何时统一 ？

12月底前完成
《意见》明确，由国家医保局牵头，实现全国医保用
药范围基本统一，12月底前完成。
国家医保局在发布2019版药品目录时明确要求，
各地不得自行制定目录或用变通的方法增加目录内药
品，也不得自行调整目录内药品的限定支付范围，对于
原省级药品目录内按规定调增的乙类药品，应在3年内
逐步消化。 眼下，各地增补药品正在调出医保目录。 按
照国家医保局规定，省级医保部门应在2022年6月30日
前完成全部地方增补消化工作。 截至目前， 最新版医
保目录共收录西药和中成药2860种， 其中， 西药1486
种，中成药1374种；中药饮片892种。

“小哥 ”们发生职业伤害怎么保 ？

年内持续推进
近年来，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一直是社会各界的牵挂。 《意见》提出，
加强灵活就业服务，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展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年内持续推进。
此前，人社部表示，试点将明确平台灵活就业人员
职业伤害保障是社会保险的定位，在现行工伤保险制度
的大框架下建立和实施， 并先从社会各界关注度较高、
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
行业入手，选择部分工作基础较好的省市先行试点。
目前，广东、浙江、江西、四川、福建等地已在开展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保障方式分为两种：单独设立职业
伤害险，或由传统工伤保险承担。
（据《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