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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科”

这些护目产品起不

到预防近视的作用，若将

保护视力的希望寄托在

它们身上，反而会让学生

和家长放松警惕，忽视了

用眼健康，增加罹患近视

的风险。

魏瑞华
天津市中小学生视力健康管
理中心主任、天津医科大学眼
科医院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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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提个醒

◎本报记者 付丽丽

◎新华社记者 周自扬 熊嘉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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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在线音频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市场上，部分制作精

良的有声书（剧）平台收购价可达每小时数千元，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关注录制有声书赚钱的机会。

新华社记者发现，有些商家乘机在网络平台推销各类“声音培

训班”。有些培训班大多先以“免费专业声音培训”“帮联系高收入兼

职”等承诺招揽学员，但学员们在高价购买课程后，并未能实现广告

所称“轻松月入过万”“培训完保障就业”，有的甚至还背上网贷。

套路：门槛低、赚钱多、赚钱快

有些“声音培训班”揽客套路明显。

第一步，“低价课”“免费课”玩命忽悠你听课。记者发现，“声

音培训班”大多设有“训练营”“试听课”等收费极低甚至免费的短

期培训课用于吸引学员。

第二步，“既好学又好赚”免费课变“洗脑壳”。记者体验“喜 X

教育”声音训练营课程发现，其中与播音、配音专业技术培训直接

相关的内容占课程总时长非常少，大量时间被培训导师用于向学

员灌输“零基础学习两个月兼职月入三五千”“在家录有声书一小

时能赚上百元”“全职有声书主播月入 30万”等观念。

第三步，承诺“能赚更多”“能派工作”，实为卖高价课。“熊 X教

育”培训导师声称：“即便是新手，接受进阶培训后每个月赚 5000

元左右很轻松。”

真相：培训质量差、承诺难兑现

培训班的承诺大多难以兑现。

——培训质量差。在读大学生小方花 7000 多元参加了“潭 X

教育”有声书培训“进阶课程”。她告诉记者，多堂原定“直播课”缩

水成“录播课”，学员与老师间无法交流。为数不多的几次“直播

课”上，学生也不能与老师“连麦”互动。老师课后仅会留一些绕口

令、普通话发音训练，且对学员训练情况反馈非常滞后。

记者还发现，有不同培训班承诺“真实直播不录播”的课程，竟

出现同一时间由同一人员讲授完全不同内容的情况。

此类培训班大多宣称由所谓“顶级播音老师”专门授课，但实

际大多是由播音主持专业的在读大学生兼职授课。

——承诺难兑现。“我们自己找不到兼职渠道，机构承诺介绍

工作机会和兼职渠道，但其实什么都没有，课程结束后老师会迅速

解散学员群。”小方告诉记者，“派兼职单赚钱”“享受专属资源”等

承诺无法兑现。

记者还调查了部分机构大力推荐的新手兼职接单网站“X 音

圈”“畅 X 有声化”。“X 音圈”诱导记者多轮缴费才有机会试音接

单。缴费后记者发现，该网站兼职需求有大半要求“专业人士方可

投标”，其他的也多已没有试音名额。一些 APP 投诉、评价平台

上，有大量用户批评该网站“骗认证费、会员费”“根本接不到单”。

——有未成年人“被网贷”。“培训老师会向我们反复展示所谓

‘老学员’的兼职高收入，向我们强调这次是放送福利，3门课一共

才 7000 多，比原价减了好几千，学生可以用花呗分期。”小方告诉

记者，自己刚进班时未满 18 岁无法开通花呗，培训班便要求她签

合同通过第三方贷款机构“小 X点”贷款分期付款。

“后来我想查询一下我贷款的金额和利息，已经联系不上帮我

办贷款的人员了。我去找班主任，得到的回答含糊不清。”小方告

诉记者，她现在不知道自己到底背了多少贷款、要还多少利息，她

不少同学也有类似遭遇。

蜻蜓 FM 相关工作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确实是有声书市场

的增长期，但市场对有声书作品质量、播讲人专业水准的要求也在

迅速提高。

业内人士透露，当前的趋势是专业平台对有声书、广播剧作品

越来越重视后期制作。“后期制作水平的重要性已和演播质量旗鼓

相当，不是业余人士能满足的。”

0元学配音能轻松月入过万？

别听这类培训班瞎忽悠

近期一些不法商家在电商平台售卖所谓“抗幽牙膏”，称其能

够杀灭幽门螺旋杆菌、预防胃癌等。

就此，国家药监局发布消息称，目前，市场上有一些冠以“牙

膏”名称的热销产品，宣称具有“抗幽门螺旋杆菌”等功效，这些产

品很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牙膏。

国家药监局表示，牙膏是指以刷牙的方式作用于人体牙齿

表面，起到辅助清洁作用的半固体制剂。牙膏具有美化、保护牙

齿及周围组织等功效。根据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化妆品监

督管理条例》，牙膏参照普通化妆品的规定进行管理；牙膏按照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进行功效评价后，可以宣称具有防龋、抑牙

菌斑等功效。

值得注意的是，牙膏不能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医疗作用，不能进

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功效宣称。

国家药监局明确指出，幽门螺旋杆菌主要存在于人体胃部，没

有证据证明，通过使用牙膏刷牙能对存在于胃部的幽门螺旋杆菌

产生影响。此外，口腔是多种微生物共存的复杂环境。有研究显

示，口腔中可能存在的幽门螺旋杆菌主要集中在唾液和菌斑内。

口腔中的幽门螺旋杆菌与牙周病、口臭、胃癌等消化系统疾病的相

关性尚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持。

“宣称具有‘抗幽门螺旋杆菌’功效的牙膏等产品可能添加了

广谱抑菌剂。如若长期大量使用广谱抑菌剂，可能导致口腔内菌

群紊乱，不利于口腔健康。”国家药监局强调。

国家药监局提醒消费者，牙膏不是药品，牙膏不能替代药品治

疗疾病。如患有疾病，建议遵医嘱进行治疗。

用“抗幽牙膏”刷牙

不能杀灭胃中幽门螺旋杆菌

寒假已至，家长们又开始担心孩子过度使

用电子产品造成近视。于是，他们从网上搜罗

各 种 护 目 产 品—— 护 眼 平 板 、防 蓝 光 眼 镜 、投

影仪、眼罩、眼贴、叶黄素……抱着聊胜于无的

心态让孩子们用起来，以期能保护他们宝贵的

视力。

那么，这些产品到底是护目“神器”还是“安慰

剂”？天津市中小学生视力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天

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魏瑞华在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护目产品起不到预防

近视的作用，若将保护视力的希望寄托在它们身

上，反而会让学生和家长放松警惕，忽视了用眼健

康，增加罹患近视的风险。

不少家长觉得，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是导致

近视的罪魁祸首。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去寻找防

蓝光、无蓝光、降蓝光的“神器”。

比如，最近网上大卖的护眼平板。相关厂家

称，其采用蓝光波峰红移技术，可有效降低电子屏

幕的蓝光辐射量。同时，与普通平板相比，护眼平

板的显示更清晰，而且可以根据光线调节亮度，减

少对儿童眼睛的刺激。

再比如，防蓝光眼镜。相关商家声称，该眼

镜镜片贴有特殊的膜，包括紫晶膜、黄金膜、蓝

膜、绿膜、黄绿膜等，儿童戴上防蓝光眼镜后再使

用电子产品，就可以有效屏蔽蓝光，保护视网膜

和视力。

还有受到家长们热捧的投影仪，商家宣称其

不仅可有效阻隔短波高能蓝光，还能隔绝屏幕产

生的直射光，继而大大减少光对儿童视力的伤害。

那么，遮住蓝光就能预防近视吗？

“蓝光是指波长为 400 到 500 纳米的可见光，

其大部分来源于太阳光，而我们日常使用的 LED

灯等常见光源里也有蓝光。蓝光也分有益和有害

两种，有害蓝光主要在 400 到 445 纳米波段，其可

以穿透眼角膜和晶状体直接到达视网膜，长时间

照射的确可能会使视网膜细胞受损。”魏瑞华介

绍，不过我国对于光生物安全的推荐标准是，辐亮

度小于等于 100个单位，在这一范围内就不会产生

蓝光危害，而生活中大部分电子产品的辐亮度均

在 1个单位以内。

2019 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市场上选

购了具有代表性的 13 款电子产品进行测试，所有

产品的相关指标均在安全范围内。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蓝光会造成儿童近

视的发生。对于儿童来说，我们提倡的是全光谱

光的摄入。”魏瑞华表示，如果选用不合格的防蓝

光眼镜，如颜色偏深、光阻断率高的镜片，不但不

会保护眼睛，反而会加剧视疲劳，甚至还可能加重

近视度数。

魏瑞华指出，其实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并非

造成近视的真凶，长时间、不间断、近距离、姿势不

当地使用电子产品，导致用眼过度和用眼疲劳，才

是导致近视的祸首。

魏瑞华提醒，孩子在看电子产品时，应遵循

“宁大勿小，宁远勿近”的原则。同时，家长要控制

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如，学龄前或小学

低年级的儿童，每天累积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不

得超过 1小时。对于青少年来说，每天累计使用电

子产品的时间不应超过 2小时。此外，最好持续用

眼 20 分钟后，望远 20 英尺（6 米）外的景物持续休

息 20秒。

蓝光不是导致近视的罪魁祸首

点开线上购物 App，搜索“护眼灯”，出现的产

品一定会让家长们挑花了眼。市面上护眼灯的价

格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A 级”“AA 级”“无眩

光低阴影技术”“漫反射照明原理”“立体双透

光”……一个个陌生的词语，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为孩子挑选护眼灯时，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

是，相关参数要符合国家标准。”天津市中小学生

视力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主任医师魏瑞华介绍，2018 年实施的国标 GB/

T9473-2017《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对读写作业

台灯的显色、色温、蓝光危害、频闪、照度、照度均

匀等指标都有明确要求。

比如，“国 A 级”和“国 AA 级”则是根据国标中

照度和照度均匀度等指标划分的。其中，照度“国

A 级”意味着在小于等于 300 平方毫米的 120 度扇

形区域照度要大于等于 300 勒克司（Lux）；在大于

300 平方毫米、小于等于 500 平方毫米的 120 度扇

形区域照度要大于等于 150 勒克司。而“国 AA

级”则代表相同条件下照度大于等于 500勒克司和

大于等于 250勒克司。

“照度对于儿童视力有一定的影响，照度不足

的话，光线就会比较暗，孩子就看不清东西，就需

要靠近去看，进而影响视力。”魏瑞华介绍，而照度

不均匀，则会导致孩子在看东西时，为了适应这种

明暗变化而不停调节瞳孔，容易造成视疲劳。

同时，在选择护眼灯时，还要注意色温，尽量

选择色温在 4000 凯尔文（K）左右的护眼灯。“色温

太低，灯光偏暖偏黄，人眼不容易疲劳但容易催

眠；色温太高的灯光偏冷偏蓝，容易造成视疲劳。”

魏瑞华说。

此外，要尽量选择没有频闪的护眼灯。魏瑞

华解释，每一次的闪烁，孩子的瞳孔都会跟着收

缩、放大一次，无形中就会增加用眼负担，眼睛就

会感到疲劳。

“任何护眼灯的本质都在于改善儿童的照明

环境，因此我们建议在孩子读写学习时不仅要开

台灯，而且要把台灯放置在写字手的对侧，防止遮

光阴影。”魏瑞华表示，开台灯的同时还要开顶灯，

因为大部分台灯的照明范围还是有限的。顶灯可

以提供背景光，整体视觉的光环境对于视力的保

护也很重要，因此一般建议使用双照明。

当然，任何护眼灯都无法达到室外阳光的照

度。研究发现，当环境光照度超过 1000勒克司时，

就能达到很好的近视防控效果。1000勒克司的照

度在室内很难实现，但在室外即使是多云或者阴

天也很容易达到（晴天中午的阳光照度可达 8000

到 10000勒克司）。

“如果有条件，尽量保证儿童每天累积户外运

动时间达到 2 个小时。若因疫情防控无法去户外

活动，也可退而求其次，选择在阳台或者窗台边晒

太阳。”魏瑞华表示，只要采光好，在阳台活动一样

可以起到近视防控效果。

专家教你科学选购护眼灯

“市面上的一些蒸汽眼罩、发热眼贴，其原理

主要是通过适当的温度来加快眼部血液循环，从

而起到缓解视疲劳的作用，此外蒸汽对干眼症也

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魏瑞华表示，但这种眼罩、眼

眼罩、按摩仪、叶黄素都无法预防近视

假期预防近视假期预防近视
这些护眼产品可能帮倒忙这些护眼产品可能帮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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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 攀

新春佳节临近，很多人开始筹备年货，其中猪

牛羊肉几乎是家家户户必买的。

最近，有一条视频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视频中，刚刚从被屠宰的牛、羊身上切下来的鲜肉

居然自己“跳”了起来。

于是，许多人表示担心：这是怎么回事？肉里

是有寄生虫吗？跳动的牛羊肉还能吃吗？

肌肉内能量物质未被耗尽

刚被宰杀不久的动物，其中枢神经已经死亡，

但是肌肉周边的神经末梢还没有完全死亡，肌肉

里的能量物质——三磷酸腺苷（ATP）还未被耗

尽。

因此，在受到外界轻微刺激时，它们的肌肉就

还可能产生跳动，这又被称为“超生反应”，并不是

因为肉里面有寄生虫。

待被宰杀动物肌肉中的三磷酸腺苷被耗尽，

其肌肉纤维会失去“活力”，也就不再跳动了。所

以，会“跳”的肉通常比较新鲜。

要想肉质好储存方法很重要

有些人喜欢吃现宰猪、牛、羊身上的肉，最好

是当天凌晨宰杀，中午或者晚上烹饪。但这样的

吃肉方法其实并不科学。

这些从刚被宰杀的动物身上切下的肉，又被

称为热鲜肉，其肉质柔软，但是如果没有经过任何

降温处理，数小时后，这些肉就会进入僵直期，肌

肉强烈收缩，进而导致肉质发硬、口感变差。

有人会问了，如果把热鲜肉赶紧冷冻起来，肉

就不会变硬了吧？

答案让人感到遗憾，将热鲜肉迅速冷冻后，低

温会让肌肉发生更强烈的收缩，致使肉质变得更

硬，这种肉被称为冷冻肉。

那么，有什么办法能让冷冻肉重新变软呢？

方法就是，把冷冻肉迅速放在 0到 4摄氏度的

低温环境中储存 1 至 2 日，肉就会慢慢恢复柔软，

且在后续加工、流通和销售过程中始终令其处于 0

到 4 摄氏度的环境中。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冷

鲜肉。

冷鲜肉保鲜的原因是这些

现杀的热鲜肉变成冷鲜肉，在这一过程中，肉

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首先，肉内天然存在的蛋白酶会适度分解蛋

白质，产生肽和氨基酸，从而使肌肉变得更加柔

软、易于切割，切面有特殊的芳香气味，烹饪起来

好熟易烂，口感细腻多汁。

其次，肉内肌细胞无氧呼吸，使得肉中储存的

糖原被分解为乳酸，而乳酸进一步会被分解为二

氧化碳、水、酒精，然后挥发掉，使得肉质变得鲜

美，因此冷鲜肉又被称为排酸肉。

最后，肉中的三磷酸腺苷被分解为磷酸和次

黄嘌呤，产生使肉质更具香味的物质。

所以，并不是所有现杀的肉口感都好。新鲜

的肉，如果没有立即下锅，最好是经过数日的 0 到

4 摄氏度低温冷链处理，这不仅会使肉质变得细

腻、柔软，而且还能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防止肉质

腐败，大大提高了肉的品质和安全性。

买回来的肉突然跳动买回来的肉突然跳动？？别怕别怕，，恰恰说明它很新鲜恰恰说明它很新鲜

市场上的肉琳琅满目，我们怎么才能挑选到

新鲜、优质的冷鲜肉呢？我们可以根据肉的颜色、

外观、气味等因素，来判断肉的品质。

首先，要看一看。冷鲜肉的颜色为淡淡的鲜

红色，其表面有光泽。而非冷鲜肉的颜色发暗、为

血红色，其表面缺少光泽。

其次，要闻一闻。冷鲜肉没有特别强的腥味，

而且带有香味。

再次，要压一压。冷鲜肉富有弹性，被按压后

可以及时复原；而非冷鲜肉弹性差，被按压后不能

及时复原。

最后，这里要提醒大家，买回家的冷鲜肉，最

好是当天购买、当天烹调。如果实在吃不完可放

入冰箱，在 0到 4摄氏度低温冷藏 2到 3天，并尽快

吃完。

（来源：科普中国）

记住这几点，好肉买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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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对于预防近视没有任何作用，而且皮肤敏感的

孩子，应谨慎使用。

商家声称，护眼按摩仪可通过按压穴位缓

解视疲劳，但目前没有科学依据证明其对近视

有控制和治疗作用。“每个人的眼睛都不一样，

其眼周穴位的位置也不一样，护眼按摩仪无法

找准穴位，按摩便是无效的。如果其按压在孩

子 的 眼 球 上 ，且 震 动 强 度 过 大 ，反 而 会 对 眼 睛

造成伤害。”魏瑞华建议，“使用护眼按摩仪倒

不 如 孩 子 自 己 做 眼 保 健 操 更 便 捷 、安 全 ，我 们

倡导中小学生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做 5 分钟的眼

保健操。此外，适当的球类运动也有利于近视

防控。”

有研究表明，特定的营养素如叶黄素、胡萝

卜素、维生素 A、锌等，对于干眼、某些视网膜疾

病、黄斑病变等有一定预防和保健作用。但是，

尚未发现这些营养素在对近视预防和控制方面

起作用。

“很多食物都富含叶黄素，只要儿童饮食均

衡，好好吃饭就能摄入足够的叶黄素。”魏瑞华表

示，如果孩子严重挑食偏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适

当补充叶黄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