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公报称，近期已有 11个

国家报告了疑似与比利时生产的巧克力相关的沙

门氏菌感染病例，被沙门氏菌污染的巧克力已销往

至少 113个国家和地区。

世界卫生组织介绍，英国 3月 27日向该组织报

告一组沙门氏菌感染病例，调查显示，感染源可追溯

到2021年12月和2022年1月意大利费列罗集团在比

利时阿尔隆的工厂生产的Kinder巧克力系列产品。

目前相关巧克力的全球召回已经启动，不过有

关沙门氏菌的话题热度仍旧不减。

极易引发食物中毒

“沙门氏菌属肠杆菌科，确切说是革兰氏阴性

肠道杆菌的一种。”天津海关进出口食品安全处食

品安全二科二级主任科员牛金刚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介绍，1885年美国病理学家沙门等人分

离出这种细菌，并将其命名为沙门氏菌。

可别小瞧了沙门氏菌，它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

致病菌，极易引起食物中毒，主要通过污染食物危

害人类健康。

“同时，沙门氏菌是肠道菌科中最复杂的菌属，

它的‘家族’十分庞大。目前已发现 2500 多种不同

类型的沙门氏菌，其中约 1400余种能够感染人类。”

牛金刚表示，引发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的沙门氏菌主

要是食源性非伤寒沙门氏菌。这次引发“巧克力污

染”事件的鼠伤寒沙门氏菌，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天津市泰达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一旻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人感染沙门氏菌后

可能出现发热、腹泻、呕吐、腹痛等症状，通常会持续

2至7天。大部分感染者无需特殊治疗，即可自愈。

“对于身体强壮的人，感染沙门氏菌的后果，最

常见的表现就是拉肚子。但若婴幼儿、老年人、免

疫功能低下者等特殊人群感染此菌，则可能出现严

重且危及生命的症状，例如血液感染、感染中毒性

休克等。”王一旻提醒道，当患者出现发热、长时间

拉稀或呕吐、虚脱、精神萎靡、少尿或无尿以及大便

中带脓血等任一症状，需立即就医。

生命力强且“寿命”长

这已不是沙门氏菌第一次“搞事情”了，此前就

有由其引发的食物中毒报道。“沙门氏菌之所以难

防，主要是因为在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有沙门氏菌的

身影。”牛金刚说，它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之中，任何

食物都有可能被它污染，而且受到沙门氏菌污染的

食物在外形与味觉上与正常食物没什么两样。

沙门氏菌常寄居在人和动物体内，特别是家禽、

家畜的肠道中。其主要传播途径为粪口传播，即肠

道中的沙门氏菌从粪便中排出，然后通过直接或间

接污染水源和食物，又被人或其他动物再次摄入，病

原体又经粪便再次被排出，如此连续循环传播。

各种家禽、家畜在喂养、屠宰、运输、包装等加工

处理过程中，均有感染沙门氏菌的机会；沙门氏菌还

可以穿过完整蛋壳进入蛋内，进而污染蛋类或蛋制

品；乳类及其制品，如冰淇淋、袋装熟食等，也会受到

沙门氏菌的污染。除此之外，水果、蔬菜、花生酱、燕

麦等常见食物都存在被沙门氏菌污染的可能。

“沙门氏菌污染巧克力虽不常见，但是食品在

加工、运输、出售过程中都有可能被沙门氏菌污

染。”牛金刚分析。

“即使在人或动物体外，沙门氏菌也有极强的

生命力：在水中能存活 2到 3周，在粪便池中最长可

存活 8个月，在腌肉里可以存活 75天。就算在超过

60 摄氏度的环境中，也需要 15 分钟才能将其杀

死。”牛金刚表示，强大的生命力与较长的“寿命”，

增加了消灭沙门氏菌的难度。

但沙门氏菌并非刀枪不入，不耐高温就是它的

“死穴”。“当温度达 75 摄氏度后，沙门氏菌可在 10

分钟内灭活，因此预防沙门氏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

食物彻底煮熟后再食用。此外，在处理食品时，最

好生熟案板分开，避免交叉感染。”牛金刚建议。

可是，若遇到不能高温加热的食物，如冰激凌

等，我们该怎么杀菌呢？

对此，牛金刚建议：“在选购食品时，特别是选

购肉、奶、蛋类食品时，一定要购买合格的产品。选

购水果、蔬菜等农产品时，消费者应尽量选取新鲜

产品，并在食用前彻底清洗。”

“在储存食物时也要将未经加热烹制的肉类食

品与水果、蔬菜、熟食等直接入口的食品分开存

放。”牛金刚建议，生冷食物在室温下放置时间不要

超过 2 小时，超过 2 小时后被细菌感染的风险会急

剧升高。

污染巧克力导致多国出现感染病例

屡屡“搞事情”的沙门氏菌到底啥来头

当温度达 75摄氏度后，沙门

氏菌可在 10分钟内灭活，因此预

防沙门氏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食

物彻底煮熟后再食用。此外，在处

理食品时，最好生熟案板分开，避

免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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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北京市

疫情发布会，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

闻发言人李奕表示，体育中考将在 5 月如期进行，

“越是在疫情的情况下，越是要坚持锻炼，要强健体

魄，要增强抵抗力”。

临近体育中考，家长群里开始流传一些应试

“神器”。体测鞋、功能饮料、氮泵、避孕药…… 考

生们使用这些“神器”想要达到什么效果？这些“神

器”真的可以提升体育中考成绩？使用后是否会对

孩子身体产生不良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加分提速”“专为中考学生打造”“为中考加

分”……5 月 4 日，临近体育中考，记者在某电商平

台上搜索体测鞋时发现，有不少卖家售卖体育中考

专用体测鞋，该鞋售价一般在几十元至几百元不

等。其中，某品牌售价为 37元一双的体测鞋月销量

超 4000。

体测鞋是商家宣称能提高体育中考成绩的一

类鞋子。记者注意到，商家列举的体测鞋优点主要

为“弹性好”“抓地好”“包裹性强”“轻便”等。某品

牌商家甚至称，其在售的专用体测鞋能使考生跳远

距离增加 5至 20厘米。

体测鞋真有这么“神”吗？记者留意到，某品牌

的体测鞋因质量差被家长吐槽，“穿两周就坏了”

“脱胶”“穿着磨脚”“容易打滑”。还有家长发现，一

些所谓的体测鞋不符合考试规则，导致考生不能正

常参加考试。

北京市某区体育局一位知情人士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大部分省市规定，体育中考考生不得穿带

钉的鞋（包括铁钉、塑料钉、胶钉）。而记者注意到，

某电商平台上在售的一些所谓的体测鞋的鞋底有

胶钉，不符合规定。

与强调“跑跳二合一”的传统体测鞋不同，近两

年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项体测鞋，即对应不同体测项

目的鞋子。如强调轻量、低落差、前掌缓震、稳定性

好的跳绳鞋；具有推进辅助能力、稳定性好的跳远

鞋等。

能匠体育商研院青少年体能导师班宇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上，并非只有穿所

谓的体测鞋，才能提高体测成绩。其他非体测专用

鞋，如果具有轻便、包裹性强、抓地好、弹性好、防滑

等特点，也一样适用于体育中考。”

班宇提醒道，考生在考场上要尽量避免穿新鞋，

以防止出现鞋码不合适、磨脚等现象。要穿新鞋的

话，需至少提前一周买好，并通过适应性训练让脚与

鞋子磨合。此外，气垫鞋的气垫有缓冲作用，不利于

体育考试发挥，“更重要的是要穿顺脚、合适的鞋”。

部分体测鞋不符合考试规则

为了提升考生在体育中考考场的状态，部分家

长瞄上了功能饮料和运动补剂。

比如能量饮料，这类饮料通常含有牛磺酸、赖

氨酸、咖啡因、B 族维生素等，被商家贴上“抗疲劳”

和“增加动力”的标签。

运动以后，人体细胞内会产生氧自由基——氧

离子，氧离子及其引起的脂质过氧反应可以攻击细

胞膜及线粒体等其他生物膜，造成离子、能量代谢

紊乱，从而导致运动疲劳。

班宇介绍，牛磺酸能起到抗氧化的作用，饮用

含牛磺酸的饮料后，有助于人体消除这些自由基。

赖氨酸是一种碱性氨基酸，可以起到调节机体氮平

衡的作用。这两种物质对于提升肌肉的运动机能

可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咖啡因能使交感神经兴奋，帮助有氧运动员

延长有氧耐力运动中运动至力竭的时间，降低运动

期间的主观疲劳程度，还能减少肌肉酸痛并提高糖

原再合成的能力。”班宇说。

还有些功能饮料，它们以“维持体液容量及电

解质平衡”“快速补充能量”等为卖点。据悉，电解

质饮料的主要原料是水、钠盐、钾盐、钙盐、镁盐。

班宇介绍，运动时人体会因出汗流失水分和电

解质，饮用电解质饮料可以帮助人体补充体液、恢

复体力。但正常人群过多饮用就会破坏体液平衡，

过量摄入功能饮料或增加肝脏负担

随着体育中考临近，有些女学生家长担心体育

考试期间恰逢孩子经期，可能影响孩子在考场上的

发挥。为避免后顾之忧，有家长主张给孩子吃避孕

药，以达到推迟月经的效果。

对女性运动员而言，服用避孕药调节月经周期

的做法并不少见。在日前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体

育科学大会体能训练分会上，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

练学院教授李卫等专家称，近期调查报告表示，

41.7%的女性运动员认为月经周期对运动训练和表

现有负面影响，但其具体机制尚不清楚。约 50%的

精英运动员目前在使用激素避孕药，多达 70%曾经

使用过激素避孕药。

避孕药分为短效避孕药和紧急避孕药。专家表

示，相对而言，短效避孕药的副作用比较小，但它同样

可能引起身体不适。虽然服用避孕药会达到推迟月

经的效果，但还可能引发其他症状的出现。

此前，有妇产科医生针对体育中考考生服用避

孕药推迟月经的做法评论道，避孕药内含有大量的

雌激素，个别女性服用之后会出现乳房肿胀、腰酸、

腹痛、头痛等不适。有些人由于体质方面原因还会

出现肠胃不适、月经周期紊乱、卵巢功能抑制等现

象。这对考生影响很大，要谨慎对待。

生理周期是身体的一次代谢过程，也是内分泌

改变的过程。专家表示，如果平时月经就不规律，

最好不要采取这种方法。处在青春期的女孩没有

发育完全，因此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不建议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李卫在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

大会体能训练分会上提到，避孕药对女性运动员训

练和运动表现的影响并不完全清楚。

实际上，与其冒风险服用避孕药不如申请一次

体育中考缓考。记者注意到，大部分省市针对体育

中考出台了相应的缓考、免考政策。对考前或考中

突发伤病（含女生例假）无法按照规定时间到现场

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可以申请缓考。

避孕药含大量雌激素易引发不适

谈及如何提高体育中考成绩，能匠体育商研院

青少年体能导师班宇建议合理饮食，尤其是临考试

前不要乱吃东西。训练时要讲究科学训练，不要在

考前过度训练，防止训练受伤。

班宇表示，面对体育中考，学生和家长的重心不

应该放在短时间内提高成绩上，而应放在平时训练

上。“很多城市的中考体育满分线并不高，为什么还有

很多孩子达不到？就是因为现在部分孩子体质越来

越差了。如果平时鼓励孩子多参与体育锻炼，通过

体育中考是很轻松的。”班宇补充道，“我觉得，更重要

的是家长要以身作则，形成全家运动的氛围。”

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院教授王宗平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体育中考是合格性测

试，只要平时好好锻炼甚至考前一段时间进行突击

性锻炼，都可以拿到不错的成绩，没有必要在运动

装备和运动补剂上下太多功夫。

“这些手段基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就算有作用，

也是心理作用。有时还可能适得其反，比如一些药

物让学生太过兴奋、影响休息。体育中考的目的就

是督促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多加练习比穿什么鞋、

吃什么药重要得多。”王宗平说。

（科技日报记者张盖伦对本报道亦有贡献）

平时加强锻炼才是应试不二法门

给您提个醒

体测鞋体测鞋、、功能饮料功能饮料、、氮泵氮泵、、避孕药……避孕药……

体育中考创佳绩体育中考创佳绩，，靠实力别靠靠实力别靠““神器神器””
肾衰病人饮用此类饮料后会增加肾过滤的负担。

此前有研究者刊文称，正常人群如果多次饮用含有

维生素等物质的功能饮料，可能造成营养过剩、增

加肝脏负担。

还有些考生为体育中考使用氮泵等运动补剂。

班宇提到，氮泵的主要成分是一氧化氮，里面还含有

一些咖啡因和丙氨酸。“氮泵里的丙氨酸能合成肌肽，

在运动中可以用于中和骨骼肌中的氢离子，从而缓

解高强度运动造成的体内pH值下降，进而使运动员

能够进行更长时间的高强度运动。”他说。

“如果只在考场上服用一次运动补剂，个人认

为影响不大。但不建议让孩子长期服用，像氮泵等

属于刺激性补剂，长期饮用不利于孩子健康。”班宇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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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糖不耐如何喝牛奶”“防脱发也有食谱”“轻断食要科

学”……在社会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下，越来越多小众职业

受到热捧，公共营养师就是其中之一。

记者发现，新职业受宠背后，部分培训机构鱼目混珠，以

“0 元学”“包拿证”“毕业推荐高薪工作”等招揽学员，但学员

“学成”之后，非但没能找到工作，反而退费无门，有的人甚至

自此背上了网贷。

0元拿高薪 培训班宣传有“高招”

——0 元课程，体验过后是网贷。记者发现，一些公共营

养师培训机构常以“0 元学”“低价课”为噱头，吸引学员点击

咨询，诱导多轮消费，有人甚至还没上课就背上网贷。

记者进入某机构的 0 元公共营养师体验课群后，培训

导师先是推荐“99 元抢位费”，后又推荐 5000 多元和 8000 多

元的两种班型，并表示当晚下单享受花呗、信用卡分期免

息。培训导师还提供了一家网络贷款平台，在记者询问未

毕业的大学生是否可以办理时，该导师表示申请时修改大

学生身份即可。

——低门槛，高收入，花钱“免考”还能买“工作”。在某

社交平台，记者在添加“武汉 xx 健康管理师有限公司”工作

人 员 后 ，对 方 承 诺 缴 纳 3280 元 参 加 线 上 教 学 后 ，“ 包 拿

证”。除此以外，记者发现许多公共营养师培训机构的课程

服务堪称“保姆”级别，不仅考证通过后有数千元奖励，推荐

薪酬可观的兼职或全职工作，不通过还能全额退费。但这

些课程丰厚的“福利”背后，课程价格也更高，数千元到上万

元不等。

——模糊行业信息，忽悠学员报名缴费。记者体验发现，

一些培训机构为了卖课，常常利用一些模糊的信息营造紧张

感。“不考证就很难就业”“公共营养师报考政策可能今年 7月

份有变”“最后一批非相关专业报名”……不断引导学员报名

缴费。但当记者询问行业信息来源时，对方却含糊其词，继续

以“很可能”“不确定”“一定会”反复劝说。

难考证、玩消失 培训过后一地鸡毛

辽宁省人社厅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共营养师作为

一项新兴职业，人社部在 2021年 12月颁布了相关的国家职业

技能标准，分为 4级，由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具体实

施并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报考者需要参加统一组织的理

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所谓“免考”“包过”不

可信，花钱买不来证，只能买亏吃。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公开了一起案件：某教育咨询

公司以收取“免考”“挂靠”等费用为名，诱骗学员报考健康管

理师、心理咨询师、公共营养师等“国家权威部门认证”的证

书，骗得全国数百名学员钱财共计 1041万余元。

记者发现，除了“免考”骗局之外，许多机构的课程安排得

并不走心，培训质量良莠不齐。一些机构宣传的推荐就业、全

款退费等更是难以兑现。张女士 2021 年在社交平台报名了

某机构的公共营养师课程，当时培训导师承诺考证后为她介

绍兼职工作。但是课程结束后，对方一直以“疫情反复”为由

不安排考试，又以“已提交报名信息”，拒绝向张女士退费。

类似张女士的经历并不在少数。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公

共营养师”为关键词，有 149 条信息。其中，大多是关于相关

培训机构难以兑现承诺、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借贷的投诉。

盲目考证不可取 求职者应理性选择

公共营养师考证真的那么“香”吗？

记者在多家线上招聘平台发现，公共营养师证书并非如

部分机构所说，能“一证走天下”。许多营养、健康类岗位，在

证书之外，对求职者的学历、专业适配度、从业经验提出了不

同的要求。

相关从业者告诉记者，许多网络机构宣传时，刻意塑造

“职业神话”，把“考证”和“高薪”直接挂钩。但实际上，单靠短

期培训的公共营养师，并不能真正胜任现实中复杂的工作。

除此以外，“0 元学”“高薪就业”“交钱就包过”这些培训

机构“套路”可能涉嫌违法。

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燕指出，若商家在培训服务

的内容、价格或者与培训服务相关的允诺与实际情况不符，并

且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就属于虚假宣传。

而经营者不履行合同义务，不依约介绍工作、提供考试的行为

则构成合同违约，也有可能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说，目前，市面上公共营养

师、健康管理师、心理咨询师、配音师等考证机构层出不穷。

当前正值大学生应聘季，盲目“考证”不可取，求职者需要结合

自身实际，理性选择。

当心！

“营养师培训”套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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