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谣言甚嚣尘上，本报“求证”栏目联手权威部门及时还原真相

2017 年 我们戳穿了这些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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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静雅

现如今，我们已习惯了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然而，网络上的很多信息真假难辨，令人无所适从，如遭遇火灾时用湿毛巾捂鼻逃生挡不住浓烟？溺
水不超过 1 小时能救活……2017 年，本报“求证”栏目联合权威部门拨迷雾、见真相，用事实说话，为大家戳穿了一个又一个网络谣言。

“耐撕”紫菜是黑色塑料袋做的？
专家辟谣：不可能

“这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紫菜，
看看都是用什么做的，以后买紫菜
一定要注意。 ”2017 年 2 月 23 日，
数段质疑紫菜是黑色塑料袋制成
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一时间，“‘耐
撕’紫菜是用塑料袋做的”成了热

门话题。
市中心医院药学部副主任郑

芝欣说，紫菜是一种植物，晒干后
水分蒸发， 其植物细胞遇水后膨
胀、变软可食。 人无法消化塑料，紫
菜不可能被塑料掺假替代。

公交车将安装“移动公交电子警察”？
交管部门：这是谣言

2017 年 3 月 1 日， 一则关于
公交车将安装“移动公交电子警
察” 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引发热
议。文章称：“我市今起所有公交站
台前后几十米内禁止社会车辆停
靠，包括上下客即走，一旦被拍到，

最高处罚 1000 元。 ”
对此，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相关负责人表示，微信流传的是谣
言，这个消息在深圳官方平台发布
后被张冠李戴，相继在各地传出多
个版本。

微信朋友圈寻人信息真假难辨
民警提醒：仔细甄别

“求帮忙扩散， 今天上午，一
个 3 岁小女孩在仲景路一小区附
近被人拐走。 ”像这样的信息在微
信朋友圈泛滥， 最终都被证实是
假信息。

梅溪派出所民警介绍，辨别此

类信息真假最简单实用的方法，是
上网搜索信息中的关键词，很快就
能找到很多警方及媒体发布的辟
谣信息。 如果儿童走失，家长应该
会向属地派出所求助，热心的网友
可咨询 110 接警中心。

网传内乡 4 个孩子抓龙虾溺亡
记者查证：假消息

2017 年 5 月 18 日， 一则 4 个
孩子抓龙虾溺水身亡的视频在我
市多个微信群里疯传，且配上一段
文字消息：“蔡河 4 名家长在家打
麻将，忘记去幼儿园接孩子，孩子
去河里抓龙虾，不幸溺水身亡。 ”有

网友称，该事发生在内乡县。
记者根据此消息的关键词在

网上搜索，发现内乡县并无“蔡河”
这个地名，4 名孩子溺亡的视频同
时也在其他地方传播，视频一模一
样，只是对事发地点进行了改动。

网传溺水不超过 1 小时就能救活
专家：此说法不可信

2017年5月23日，一则“溺水不超
过1小时均可救活” 的消息在微信朋
友圈广为流传，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对此，记者咨询了市中心医院
急诊内科主任徐勤华。 徐勤华表
示，这种说法不可信，人体内的氧

储备极少，呼吸完全停止后只能维
持机体 4 至 6 分钟的代谢，如果不
及时恢复呼吸， 心跳就会停止，脑
细胞死亡， 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
针对溺水人员，采取科学、有效的
方法及时救援才是关键。

网传卧龙大桥 5 女子跳河全部死亡
公安部门：虚假消息

2017 年 6 月 13 日， 微信朋友
圈出现一条“卧龙大桥 5 女子携手
跳河，2 人被打捞上岸，3 人失踪，
全部死亡”的消息，以及两段现场
小视频。 记者向公安部门查证后确

认，这是则虚假消息。
真实情况是，6月 13日凌晨 2时

许， 卧龙大桥有一女子跳河轻生，经
过公安、消防、爱心市民的共同营救，
跳河女子被成功救起，无生命危险。

网传考上二本的贫困生可领取助学基金
市总工会：不属实

2017 年 6 月 27 日，
一条关于考上二本的贫
困生可领取秋季助学基
金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
疯传。

对此， 市总工会保障

部表示，工会助学活动确
实有， 但这条消息不属
实。 市总工会确实已经连
续开展了 10 多年的金秋
助学活动，该活动程序严
谨，必须由各基层工会摸

底调查核准之后，填写申
报表， 依程序层层审批，
最后进行为期一周的公
示，方可发放不同等次的
助学金，并非考上二本的
学生都可获得。

火灾时用湿毛巾捂鼻逃生挡不住浓烟？
消防部门：勿轻信

2017 年 7 月 6 日，微
信朋友圈疯传一篇文章，
文章中一位台北的蔡姓
消防员否定火灾时湿毛
巾捂鼻的作用，称实验证
明，湿毛巾根本挡不住高
温和浓烟，如果因为寻找

毛巾而移动到危险的地
方，置自身于险地，简直
是得不偿失。

消防部门表示：湿毛
巾捂鼻逃生 ， 是写入了
高等消防专业教材 《消
防基本技能 （实践）》的

做法， 也是国家应急广
播推广的办法。 宛城区
公安消防大队消防员程
明宇表示， 实验数据证
明 ， 湿毛巾在火灾现场
能有效阻止烟雾和有毒
气体。

阿司匹林关键时候能救命？
医生：随意服用不可取

“睡前放两颗阿司匹
林在床头柜上，这非常非
常重要。 一旦半夜突发心
肌梗塞胸闷胸痛，马上把
药吞下去，就可以救回一
条命 。 ”2017 年 9 月 21
日，这条“救命信息”在不

少微信群里被转发。
关键时刻， 两颗阿司

匹林真的能救命？ 记者就
此咨询了市第二人民医
院急诊科副主任张继强。
他表示， 患者出现胸痛、
胸闷等疑似心肌梗塞症

状时，随意服用肠溶阿司
匹林并不可取，应该遵医
嘱或者在药师的专业指
导下服用，否则可能会因
药品不良反应损伤身体，
甚至出现较为严重的潜
在风险。

小孩发热用尼美舒利致死
记者查证：该药早已禁用

2017 年 12 月 14 日，
朋友圈不断有人转发这
样一条信息，“紧急通知：
市中心医院王云慧主任
真心呼吁，5 例小宝贝来
退热治疗，发生瑞氏综合
征，4 个抢救无效死亡！ 昨

夜又有一个小天使离开，
希望告诉有宝宝的朋友
们， 此药已禁止 12 岁以
下的儿童使用，小孩发热
不要用尼美舒利颗粒。 看
到的都转发吧”。

经记者查证， 市中心

医院并无王云慧主任。 关
于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使
用尼美舒利颗粒的信息，
南石医院药学部主任张
江霞表示，国家早在 2011
年就禁止 12 岁以下的儿
童使用这种药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