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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记者在现场看到，张兰图
正在对一名听力损失高达90分贝的极重
度听力损失“被试”患儿进行足反射疗法
治疗：患儿平躺在床上，张兰图戴上手
套，为她的足部进行按摩揉捏，整个过程
大约20分钟左右。张兰图介绍，足反射疗
法，就是通过对足部各反射区进行刺激，
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血液动力水平，达到
防病、治病的一种无创伤非药物的自然
疗法。

他说，近年来，足反射疗法对听力障
碍的治疗也在逐渐受到重视，依据神经
反射原理，用足反射疗法对肾、听觉中
枢、听觉细胞、耳神经、听神经等反射区
刺激，有效激发大脑神经中枢的调节和
修复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使受损的中
枢神经系统得到修复和重塑。

如果足反射疗法对3月龄聋患儿听力
恢复有效，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突破。小雨
的听力变化，让研究团队惊喜。不过，整个
研究团队目前仍对研究结果持谨慎态度。

李芋均说，本研究项目是系统评价
足反射疗法对大脑听觉皮层以及大脑语
言网络的影响，为聋患儿语言的康复提
供客观评估依据，但小雨是个案，还不足
以证明该项研究结论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需进一步验证。

李蓓表示，小雨双耳恢复听力，毕竟
只是个案，不排除偶然因素，因为类似小
雨这样的听力损失为中度的聋患儿，有三
分之一左右即便未接受任何干预，在成长
到6-9个月大时，听力也可能随身体发育
自行恢复正常，这与孩子的自身听力神经
或是耳朵结构发育迟缓有关。

李芋均说，研究团队目前正在对一
名极重度听力损失的“被试”进行足反射
疗法治疗，待首个疗程结束后将对其听
力进行复查，同时，团队也在尝试联系更
多的“被试”加入进来，希望有更多的“被
试”得到验证，以佐证这一干预治疗的效
果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

5月29日，有多位音乐制作人告
诉记者，酷狗在“圆梦计划”中拖欠
了其音乐工作室或音乐制作公司上
百万元。另有其维权群内统计数据
显示，酷狗方面所拖欠的制作费用
总计超过1亿元，该项数据暂时无法
确认。

5月29日，记者多次拨打酷狗副
总裁固话、销售总监，以及齐鼓文化
相关人士的联系电话，但均无人接
听。同时，记者尝试向音乐制作商提
供的QQ号发送申请，也没有得到
回应。

事由：
酷狗推出“圆梦计划”众筹模式

据酷狗官网介绍，酷狗直播学
院下的“圆梦计划”（也有称为“心愿
活动”），是指粉丝每送给主播一个

“梦想音符”礼物，主播将会获得圆
梦奖金，圆梦奖金将用于数字音乐
专辑的制作，主播可在其主播间售
卖数字音乐专辑并获得报酬。

主播选择了目标歌曲制作费
用，且相关审核通过后即可开始筹
集目标金额。值得注意的是，粉丝赠
送的礼物金额总和应为目标歌曲制
作费用的2倍。

在目标金额达标后，主播即可
进入音乐商城购买歌曲。随后，主播
联系音乐工作室商量录歌事宜。等
歌曲验收上架后，主播就可以拥有
自己的单曲。

而综合多位音乐制作人告诉记
者的信息，早在今年3月，酷狗通知
将于3月25日关闭商城交易，未完成
众筹的主播不能获得圆梦基金，而
完成众筹的主播则可以继续完成歌
曲制作。

然而，商城提前3天（3月22日）
关闭，不少已完成众筹的主播还没
来得及到音乐商城购买歌曲。而对
于音乐制作商来说，他们前期垫付
的音乐制作费用也落了空。

音乐制作商：
未结算制作费总计超1亿元

音乐制作人小艾（化名）告诉记
者，在酷狗音乐商城中，单首歌曲的
定价基本在3万元到5万元之间。而
对于音乐制作商来说，一首歌的成
本大约在2万元左右，“包括词曲版
权、编曲、制作费、混音、母带和税务
费用等。”

据介绍，歌曲从小样demo到后
面的成品制作，都需要音乐制作商
先行垫付。而现在，由于酷狗关闭音
乐商城、迟迟不打尾款，让音乐制作
商们面临巨额损失。

小艾称，她的音乐工作室在整
个“圆梦计划”中共制作了68首歌，
目前没有一首拿到尾款，甚至还有
30首歌没有通过审核上架，连前期
的费用也没有拿到。

据她计算，目前酷狗方面拖欠
她125万元的相关款项。她表示，音
乐制作商与酷狗音乐商城的联系方
式仅一个QQ号，通过该QQ号询问
相关事宜均没有回应。

5月29日，记者申请添加该
QQ号为好友，但好友申请一直未
能通过。

另外，音乐制作人阿杰（化名）
向记者表示，他的公司在整个“圆
梦计划”中共制作歌曲121首，目前
酷狗方面还未结算的尾款达230余
万元。

阿杰还向记者出示了一张图
片，他称这张图是由维权群内的音
乐制作人自行统计的，是音乐制作

商自行垫付的歌曲制作费用相关
情况。

由于酷狗关闭音乐商城，且迟
迟不对音乐制作商上传的歌曲进行
验收审核，目前，歌曲的制作进度主
要卡在三个阶段，分别是主播选择
歌曲小样demo、制作歌曲中以及歌
曲验收中。

阿杰出示的图片显示，上述歌
曲的未结算制作费用总计高达
1.11亿元，但记者暂时无法确认该
项数据。

仅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目
前有20余家音乐工作室、音乐制作
公司正在商量维权事宜。

多位音乐制作商告诉记者，他
们曾于4月中旬接到酷狗方面的通
知，称：由于客观因素制约，非常遗
憾地暂停音乐商城，并向音乐制作
商提供两种方式：以3000元/首的价
格向平台转让词曲版权；以10000
元/首的价格向平台转让词曲版权
及录音版权。

小艾向我们表示，这个价格远
低于制作成本，以她了解的情况来
看，没有人答应以这个价格转让相
关版权。

而对于还来得及选歌制作的主
播，有消息称其有两种退出方式：众
筹资金退回、或者折合成直播平台
道具，折算现金后仅为主播众筹目
标的1/4。

酷狗直播：
开发新版本防范刷单、造假

据多位音乐制作人出示的合同
显示，音乐制作商为乙方，与其签订
合同的甲方为广州齐鼓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鼓文化”）——
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酷狗”）通过直接持股及间
接持股持有其100%的股权。

合同显示，乙方将其拥有除署
名权以外的所有著作权全部转让
给齐鼓文化，由其指定表演者进行
演唱。

“这笔钱是粉丝众筹给主播的，
相当于酷狗一分钱不出就得到版权，
主播只有演唱权。现在，粉丝怪主播
忽悠，主播怪音乐制作商不上架歌
曲。其实，我们已经上传到后台，但需
要等酷狗官方的审核。”一位不愿具
名的音乐制作商告诉记者。

小艾告诉记者，歌曲从3月15日
就停止了审核。而酷狗方面最后一
次向她打款是在4月23日，目前她仍
然被拖欠125万元的款项。5月初，她
曾试着联系相关工作人员，但没有
得到回应。

5月29日，记者多次拨打酷狗副
总裁固话、销售总监，以及齐鼓文化
相关人士的联系电话，但均无人接
听。同时，记者尝试向音乐制作商提
供的QQ号发送申请，也没有得到
回应。

有接近酷狗的人士向记者透
露，酷狗方面认为，某些音乐制作商
故意抬高音乐作品的价格，甚至有
音乐制作商与主播联合起来，以返
利的形式达成购买合作，大幅度拉
低了音乐作品的质量。

据了解，酷狗直播CEO谢欢曾
于4月23日发过一封内部通知，通知
称，新的2.0版本音乐商城在紧锣密
鼓地开发中，新版本将有效地防范
刷单、造假的行为发生。

“我们承诺，对于遵守平台规
则、顺利完成众筹、制作的优质歌
曲，将在主播完成录制后，正常入库
结算发行。”谢欢在该通知中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42
期开奖结果：083，直选：4042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14338注，每
注奖金173元。（18088313.11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42
期开奖结果：08307，一等奖21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80025317.02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061期全国
销售272417820元。开奖号码：

01 02 13 14 26 05+11，一等
奖4注，单注奖金10000000元，追
加0注。二等奖101注，单注奖金
436775元,追加29注，单注奖金
349420元。三等奖252注，单注奖金
10000元。4808403292.26元滚入下
期奖池。(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
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
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
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
公告)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
2019061期全国开奖结果：01 03
13 14 18 21 29，特别号码：24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19142期开奖结
果：792。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
为准)

福彩

体彩

兑彩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29日)

因其为该疗法首例“被试”患儿，不排除偶然因素致听力恢复
研究团队希望有更多“被试”能验证该疗法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11个月大的小雨（化名），正处于牙牙学语
的阶段，那张小嘴里，时不时蹦出“爸爸”、“不”
等简单词语。这本是婴幼儿成长过程中再正常
不过的变化，但于曹女士而言，其背后的意义则
更加深远。

小雨出生后，曾连续三次未通过新生儿听
力筛查，后被诊断为双耳中度听力障碍。

非常幸运的是，南充川北医学院神经疾病
研究所与兰图康复中心正在合作开展一个省部
级研究项目——足反射疗法。小雨成为该研究
团队第一例“被试”（备注：接受治疗）的聋患儿。

目前，小雨双耳听力均已达到正常水平。
该研究团队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对该疗法对聋患儿的治愈效果仍
持谨慎态度，他们希望有更多的“被试”得到验
证，以佐证这一干预治疗的效果是否具有普遍
意义。

2018年6月22日，四川南
充某医院，曹女士生下了她的
第2个孩子，取名小雨。

但小雨连续两次未通过
听力筛查。2018年9月，曹女士
带着满3月龄的女儿，来到川
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
听力中心，这里是四川省内首
批新生儿听力障碍诊治分中

心之一，也是川东北地区唯一
有该资质的医院。

第三次检查结果显示：小雨
右耳听力损失50分贝，左耳听力
损失40分贝。南充川北医学院附
属医院耳鼻喉科听力中心博士
李蓓告诉曹女士，这已不是个小
问题，正常情况下，3月龄婴幼儿
的听力应在30分贝以内，小雨的

情况属中度听力障碍患儿。
医护人员通过耳镜及相

关听力设备进行检查，发现小
雨的双耳外耳道均通畅，并无
分泌堵塞物，双耳中耳功能正
常，进一步检查后终于确诊，
小雨的双耳听觉神经和细胞
功能存在异常，这可能是导致
她听力异常的真正病因。

双耳听觉神经和细胞功能异常
婴儿确诊中度听力障碍伤心

李蓓说，如果听力损失患
儿在3月龄仍未能通过测试，
通过ABR检查可以被确定为
耳聋患儿，在接下来的3个月
时间里，患儿将面临一个“观
察期”，这个阶段是新生儿听
觉系统发育、成长的重要过
程，此期间无特殊的医学干预
手段进行处理，唯一能做的就
是观察、等待。李蓓补充说：

“目前，针对这个阶段的耳聋
患儿，全球都还缺乏有效的干

预措施。”
在所有的先天性疾病中，

先天性听力障碍的发病率是
最高的。李蓓说，数据显示，普
通新生儿中双耳重度或极重
度听力障碍的比例，为千分之
二左右，“如果算上轻度、中度
或者单耳听力损失的孩子，这
个比例会更高。”李蓓说，听力
损失不只导致耳聋，更是导致
婴儿后期语言功能发育受阻
的最大元凶。

当然，由于新生儿的发育规
律及个体差异，临床中也观察到
部分听力损失较轻的婴儿，经过
3个月发育，听力逐步改善并恢
复正常水平，但对于重度或极重
度听力损失的患耳，其自行恢复
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小雨即将迎来她的3个月
“观察期”，如果第6个月时仍存
在听力损失，恐怕就需要准备
人工听觉辅助装置，并进行语
言康复训练，以帮助其说话。

一个一个
令人感慨令人感慨
的故事的故事

一个一个
省部级省部级

研究项目研究项目

全球缺乏有效干预措施
或导致语言功能发育受阻危急

在小雨被确诊为中度听
力障碍患儿前，四川南充川北
医学院神经疾病研究所与兰
图康复中心正在合作开展一
个省部级研究项目——足反
射疗法对聋患儿童大脑语言
网络调控的机制研究。

李芋均正是该研究项目
的首席研究员，他是川北医学
院的副教授。通俗点说，这项
研究是针对新生婴儿在3个月
大时，被确诊为先天性神经系
统疾病导致听力损失后，通过
足反射疗法促进婴儿大脑听
神经和语言神经的发育，让孩
子恢复听力，保证其语言功正

常发育。
曹女士此前学过理疗，对

足反射疗法有些许了解，她决
定让女儿成为该研究团队的
首例“被试”，“毕竟孩子听力
有问题，参加被试也没什么坏
影响。”为小雨开展足反射疗
法治疗的，是兰图康复中心负
责人张兰图。张兰图出生于中
医世家，一直从事特殊儿童康
复临床研究，和李芋均同是前
述研究项目的首席研究员。

见到小雨时，张兰图曾仔
细观察小雨的足部情况。他回
忆，小雨的右脚左脑听觉中枢
反射区颜色暗淡，形状呈三角

形异样，形态不规则，有长方
形纹路；左脚右脑听觉中枢反
射区较左脚听觉中枢反射区
形态规则，颜色红润，未见异
样纹路，右脚病灶点反射区较
左脚病灶点反射区触诊光滑，
左右脚反射区触诊显示，小雨
的听神经发育异常。

2018年10月22日，小雨正
式接受治疗，治疗时间为每周
一到周四。张兰图说，对听力
损失患儿实施足反射疗法，就
是通过徒手点压、刺激病变部
位的反射区，刺激相对应的脑
部神经生长发育，但刺激的频
率、力度一定要掌握好火候。

接受足反射疗法治疗
刺激脑部神经生长发育治疗

双耳听力达到正常水平
小雨会叫“爸爸”了恢复

2019年1月3日，在接受完
第一个疗程后，川北医学院附
属医院耳鼻喉科听力中心对
小雨的双耳听力进行复查。

意外的是，小雨右耳听力损
失降到40分贝，而左耳听力损失
已降到30分贝，达到正常。3月28
日，两个疗程结束后再次复查，
小雨的右耳听力也达到正常。

张兰图说，在对小雨的治
疗过程中，他能明显观察到小
雨足部纹理情况的变化，“右
脚背的耳神经和四五指听神
经的弹性变强，颗粒感明显降
低和减少，这就证明左耳的听
力明显得到改善。”而在小雨

刚被送来时，其右脚颗粒感以
及受损面积，都十分明显。

小雨双耳听力损失数据
的前后对比，让研究团队感到
惊喜，这意味着聋患儿在3月
龄被确诊后，3个月“观察期”
内或可通过足反射疗法帮助
其恢复听力。

在小雨9月龄时，曹女士
用微信给李芋均发去一段语
音，是小雨在牙牙学语喊“爸
爸”。李芋均觉得，这可能跟小
雨参加足反射疗法有关，促进
了小雨的脑部听神经和语言
神经的发育。

李芋均说，为保证本项研

究更客观、严谨，“被试”婴儿在
治疗前后，将通过磁共振技术
对大脑神经系统进行扫描，以
此来观察其大脑听神经和语言
神经在治疗前后的变化。

李芋均观察小雨治疗前
后的大脑扫描数据发现，经过
足底反射治疗后，小雨大脑额
叶的局部一致性升高，额叶的
功能连接也显著增强，连接区
域增大，“由于额叶在大脑语
言加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小
雨大脑额叶的变化表明，对聋
患儿进行足底反射疗法，可以
有效改善其大脑的局部一致
性以及功能连接”。

听力恢复
不排除偶然因素
将继续验证该疗法
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足反射疗法治听障
9月婴儿会叫“爸爸”了 酷狗拖欠制作费用过亿？

知情人：酷狗认为有人联合主播返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