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会冬眠，土拨鼠、松鼠、海
龟和其它一些动物也会冬眠，但
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不会——
至少现在不会。

不过，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慢
慢发生变化。据美国全国广播公
司近日报道，深入探究动物冬眠
基因的科学家认为，他们也许能
让人类也释放出同样的生物超能
力，这样的奇迹不仅有望提升医
疗服务水平，也能帮助宇航员在
沉睡中前往火星及其他深空目的
地。

科学家认为，冬眠能力最先
出现在第一代远祖哺乳动物——

一种生活在6500万年前的毛茸茸
的树栖动物身上，并最终传递给
包括人类在内的绝大多数现代哺
乳动物。如果这一设想是正确
的，那么，冬眠的秘密可能潜伏在
人类的基因组里。

冬眠不只是延长睡眠而已。
冬眠会导致新陈代谢发生巨大变
化，包括体温下降、心率下降和呼
吸变慢。在冬眠的几周时间里，
一些温血动物的体温会从37℃下
降到3℃，每分钟的心跳只有区区
几次，身体的能耗也会大幅下降。

科学家尤其感兴趣的是，究

竟是什么样的机制帮助冬眠动物
在睡醒后迅速“满血复活”，避免
人类卧床数周后就可能会出现的
健康问题，比如骨质疏松、心血管
问题和肌肉萎缩等。

至少从2002年开始，急诊科
医生就开始探索冬眠的保护作
用：他们利用冰袋和冷却毯暂时
降低心脏病、脑损伤、中风和休克
患者的体温。仅仅把患者的体温
降低几度，就能减缓新陈代谢，缓
解肿胀，延缓通常因供血不足造
成的脑细胞死亡，从而保护患者
的大脑。

但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

逊分校比较生物科学教授汉娜·
凯丽介绍，科学家的目标是，用一
种“自然、安全、可逆”的流程取代
上述粗暴的冷却技术，因为这些
技术有可能导致血液凝固并干扰
免疫反应。

如果这样的研究取得成功，
福纳公司希望用一种冬眠药物取
代冰袋，这种药物能直接降低患
者的新陈代谢水平，让其进入冬
眠状态，这样，患者的身体自然就
会温和地降温。

为发明冬眠特效药，科研人
员必须首先确定，哪些基因在冬

眠中被激活了。为此，福纳公司
正与许多独立的冬眠研究小组
联系，希望把不同冬眠动物的生
物组织与新的基因组测序数据
库相结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西南医学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威
尔·伊斯拉埃尔森正在研究跳鼠
的冬眠习性。他表示，不同的动
物不一定拥有其物种专属的冬
眠基因，恰恰相反，各种冬眠动
物很可能拥有相同的与冬眠有
关的基因，只不过，每个物种使
用这些基因的方式略有不同。
伊斯拉埃尔森说：“如果能够搞
清楚这些基因的生物机理，以及

这些动物如何调整这些基因，我
们就能以医学为目的，在人类身
上操纵它们。”

太空工作室公司是一家总部
位于亚特兰大的航空航天工程公
司。该公司希望厘清在为期6个
月的前往火星的太空任务中，冬
眠如何保护宇航员免受辐射伤
害、骨骼和肌肉损失以及其他健
康问题。并将所有研究结果编制
成一份技术手册，介绍如何根据
目前的急诊医疗程序，未来让宇
航员进入休眠状态。

据《科技日报》

读者郑女士
问：我的外甥女 3
岁，下个月要做个
小手术，医生说需
要全身麻醉。请
问，全麻会不会让
孩子变笨？

厦门市儿童
医院麻醉科主任
医生倪锦解答：大
多数孩子不能在
清醒状态下配合
麻醉和手术，即便
有些大年龄的孩
子能配合，但为了
保护孩子尚未发
育完善的心理，免
受不良刺激，绝大
多数进入手术室
的孩子需要全身麻醉。全身麻
醉药可以通过呼吸吸入、静脉
注射等方法，作用于全身，主要
作用于中枢神经，暂时让孩子

“进入睡眠状态”。目前没有证
据表明，孩子全身麻醉后的智
力会较麻醉前下降。一些成年
病人全麻后记忆力下降，无法
回忆起手术前后场景，可能与
麻醉中使用镇静催眠药物、静
脉麻醉药物和麻醉性气体有
关，一旦药物被代谢掉，大脑功
能即可恢复正常。麻醉过程是
可逆、可恢复的，不需要担心。

倪锦

科学家致力研制人类冬眠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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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疫苗
可以贴着用

敷眼睛冷热有别久坐护腰神器久坐护腰神器
医生提醒

突发脑梗别错过
这个抢救时间

有问必答

久坐对身体不利，这款简单的护腰设备，可以通过自身
系带固定在膝盖，前后的牵引力轻松地让腰自然挺立，不仅
不会造成太大负担，而且因为穿戴十分方便，让使用者坐得
更挺拔、更舒服。 据《中国科学报》

现代人每天面对电脑、手机屏
幕，眼睛常干痒疼痛。有人说用热
毛巾敷能缓解疲劳，也有人建议用
冷毛巾敷以改善充血。其实，敷眼
睛要根据症状选择冷热。

眼睛痒，用冷敷。冷敷一般用
于急性期眼病的消肿、止痛，使局
部血管收缩，减轻局部充血，抑制
感觉神经，减轻疼痛。如急性卡他
性结膜炎，表现为眼睛痒、发红、畏
光、有异物感、流泪等。这种情况
可以用冷敷。具体操作为，把碎冰
块倒入保鲜袋内，排尽空气后扎紧
封口，包上湿毛巾，放在眼睛上冷
敷，每次3~5分钟，每天可以重复
多次。另外，眼睛外伤肿胀或做眼
皮手术后，在发病24小时内都可
用冷敷，快速消肿止痛。

眼睛干，用热敷。干眼症在秋
冬很常见，表现为眼睛干涩、有异
物感、疲劳感和畏光。热敷可以扩
张血管，增加眼部血液循环，放松
眼部肌肉，缓解疲劳，且能融化睑

板腺腺管内的油脂并促进排出，给
泪膜补充脂质，减少水分挥发。操
作方式为，用热毛巾（温度以42℃~
45℃为佳）覆盖在双眼上，闭眼休
息，每次5分钟，每天1~2次。如果
医生开了治疗眼干的滴眼剂，在热
敷后滴眼可增强药效。慢性眼睑
炎、慢性角结膜炎、麦粒肿等，都可
以用热敷辅助治疗。

眼睛出血，先冷敷再热敷。有
些人喝酒后用力揉眼睛，诱发结膜
下急性出血，也就是眼结膜下有成
块成团的出血。这种情况应先用
冷敷，促进小血管收缩，可止血并
防止出血加重。48小时后，再用热
敷或热气熏蒸，促进淤血吸收，一
周后，眼部血块可基本消掉。

需提醒的是，无论是冷敷还是
热敷，这种物理治疗都仅仅是辅助
手段，生活中发生眼部不适或意外
伤害时，首先要请医生诊断，不要
自行在家处理，以免贻误病情。

谢明霞

每年冬季流感肆虐时，医院候诊室和
社区卫生服务站都挤满了等待接受治疗
或注射疫苗的人。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科
学家近日开发了一种“创可贴”型流感疫
苗，它能抵御多种流感病毒菌株，民众可
以自行使用。

这是一种微针贴片疫苗，外形看起来
和创可贴一样。疫苗以增强免疫系统功
能的佐剂为主要成分，药物被干燥处理
后，置于微型针处。研究人员将微针排布
在透皮贴剂上，佐剂通过皮肤传送至人
体。贴剂在皮肤上不产生任何疼痛感，一
两分钟后就可以撕掉。

研究人员表示，对雪貂和人类开展的
临床实验表明，该透皮注射法安全无副作
用；就疫苗能够预防的菌株数量而言，该
贴片疫苗的效果也非常不错，是未来理想
的流感疫苗形式。目前，该新型疫苗仍处
于研发阶段，距上市还需要一段时间。

据人民网

对脑卒中患者来说，时间就是大
脑。专家指出，想要抢时间，家属要学
会识别脑梗症状，第一时间拨打 120，比
给子女打电话更重要。溶栓或取栓的
时间越早，留下后遗症的可能就越小。
拨打 120 的时候要说明是中风，以便急
诊室做好抢救准备。在等待 120 过程
中，让患者平躺，头侧转，不要喝水吃东
西，千万不要随便给患者喂服药物，以
免加重病情甚至窒息。

如何快速辨别脑中风？大家可以谨
记“1-2-0 口诀”：1 代表“看 1 张脸是否
对称，有无口角歪斜”，2 代表“查 2 只手
臂是否有单侧无力，不能抬举”，0 代表

“0（聆）听讲话是否清晰或表达困难”。
专家提醒，往后走天气一天比一天凉，
有高血压、高血脂症、糖尿病、心脏病以
及家族病史的老人尤其要当心心脑血
管意外。 据《武汉晚报》

落枕敷木瓜土元
落枕属中医“失枕”“颈部伤筋”范

畴，患者多体质虚弱、劳累过度，或睡眠
姿势不当、枕头过高过低，或睡眠时露肩
当风受寒，感受到风寒湿邪，使颈部气血
凝滞、经脉闭阻而导致拘急痉挛。落枕
给生活、工作带来一定的不便，应及时治
疗。这里推荐一个中药外敷的方子，不
妨一试。

具体方法是：取木瓜、土元、蒲公英
各 60 克，土大黄 150 克，栀子 30 克，乳香
8 克，没药 8 克。上药研细末，取适量与
凡士林调为膏状，敷于患处，每天一次，
三天为一疗程。

方中，木瓜味酸性温，可舒筋活络、
祛湿解肌；土元又名地鳖虫，味咸性寒，
能破瘀血、续筋骨；土大黄味辛苦，性凉，
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祛瘀消肿的功
效；蒲公英味苦甘，性寒，可清热解毒、消
肿散结；栀子味苦性寒，可消肿止痛；乳
香、没药活血止痛，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其具有扩张微血管、改善微循环的功
效。诸药合用，能活血祛瘀、舒筋通络、
消肿止痛，制膏外敷，通过皮肤吸收、渗
透、弥散，使药效直达病所，故对落枕有
较好的疗效。

值得注意的是，治疗期间需做好患
处保暖，避免风寒侵袭。孕妇应禁用。

郭旭光

2018年以来(截止9月底)，各
级药监局公告不合格药品共2349
批次，其中，药材不合格 1714 批
次，占比73%。其中，中药饮片不
合格数量较多品种包括地龙、红
花、枸杞、人参等。普遍存在重金
属超标和总灰分不符、二氧化硫
残留量超标，水分含量超标，农药
残留量超标等问题。

加工缺乏规范化
地龙就是蚯蚓，常常由于制

药企业未做到全体剖开彻底清除
虫体内脏，导致杂质超标和总灰
分严重超标。

红花常存在伪品冒充或者正

品提取成分后再染色的问题，普
通读者可将其泡在水中进行辨
别，正品红花水浸液呈金黄色,染
色样品水浸液呈橙红色且花很快
褪色。

枸杞、当归等饮片不合格项
目往往存在二氧化硫超标的问
题，天津中医药大学窦志英教授
介绍，中药材在加工过程中，为了
防霉、防腐和尽快干燥，会使用硫
磺熏蒸的方式，但是如果在这个
过程中，硫磺使用量过大或熏蒸
时间过长，就会使饮片后期残留
二氧化硫过多。

2017年12月15日，原国家食

药监总局通报 39 批次人参不合
格，不合格项目是农药残留量。
农药残留量超标原因则较为多
样，种植中药材的土壤、水源受到
污染，培育时不合理使用农药都
是原因。

窦志英教授表示，中药在产
地加工和炮制过程中规范化操作
尚不完善也是造成饮片不合格的
重要原因。

选饮片别只挑好看的
窦志英介绍，选购药材不要

只关注长得好看。
对于不具有中药鉴别专业知

识的普通消费者来说，想通过肉

眼辨别中药饮片的质量好坏不太
现实，但首先要格外注意饮片是
否有发霉和虫蛀的现象。另外，
还要关注是否变色、泛油、黏连等
不合格的现象。如甘草饮片的断
面应该是黄白色的，一旦发现其
片面发灰或发黑，就要小心选购。

而另一些被硫磺过分熏过的
药材，色泽比较鲜亮好看，但口感
会比较差，闻着也会有酸味。窦
志英教授同时也强调，中药饮片
的真伪鉴别和质量评价多是基于
专业知识和积累的鉴别经验，建
议消费者在购买时还是要通过正
规渠道。 据《健康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