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技术

□

□健康新知

□

不久前击败人类智力竞赛高手的超

级电脑“沃森”， 将在未来几年用于医疗

领域。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

说， 希望凭借“沃森” 强大的分析功能

和数据存储， 未来“沃森” 可以通过口

语对话方式， 与临床医生诊断病情， 甚

至商议治疗方案。

IBM 说， 鉴于“沃森” 听得懂人类

语言， 可以通过询问病人的病征、 病史，

迅速给出诊断提示和治疗意见。 据测算，

它的诊断准确率达到 73%。

信息时代， 全球医疗知识大约每 2

年增加 1 倍。 研发人员为“沃森” 建立

海量数据库， 把各种非结构化医学资料、

文献记录、 门诊病历、 缩写甚至博客链

接等存储其中。

IBM 负责全球卫生保健业务的总经

理丹·佩利诺说， 未来“沃森” 可在几个

方面提供服务： 医生携带 1 个便携通话

装置， 通过语音识别技术和云计算， 在

临床诊断时与“沃森” “会诊”； 在癌症

和其他疑难病症尖端研究中充当“智

库”； 随时提供备用方案。

IBM 说， “医生版沃森” 上市还需

要大约 2年时间。

张维

脑子里的细胞一休息，

人就会走神。 威斯康辛大

学研究人员说， 每个脑细

胞作息的时间不一样。 人

醒着的时候， 有些脑细胞

可能在休息。 一旦出现这

种情形， 人会心不在焉，

忘东忘西的或是手脚不听

使唤。 一般来说， 越累的

时候， 休息的细胞越多。

例如， 长时间缺少睡

眠， 可导致大脑皮层的神

经元短暂” 掉线“， 虽然

这种状态下脑电图仍显示

清醒状态， 但大脑皮层的

一些神经元可能会“罢

工”， 以至影响行为。 当缺

少睡眠时， 大脑的部分功

能会自动处于休眠状态。

即使人们看上去是清醒的，

其实大脑里的一些细胞已

经处于“偷睡” 状态。

研究者在一项以老鼠

为被试的实验中， 发现行

为能力的下降与大脑神经

元“掉线” 状态成正比。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我们

缺少睡眠时， 认知能力会

下降： 这时的我们即使不

是半睡状态， 也是部分睡

眠。 姜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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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九州中医药研究院皮肤顽癣治疗中心： 是一所专门从事皮肤顽

癣的研究、预防和治疗为一体的专科医院。 我院专家在祖国中医药基础上，

经过上万次组方配伍，精心筛选出几十种名贵中药材，利用高端技术成功研

制出彻底治愈皮肤顽癣的特效系列药物《癣克灵》。 经临床验证此药具有抗

复发、抗反弹、不需忌口的独特功效，并突破了三大特点（1）药力直接进入血

液杀灭病毒因子，抑制变异基因复制（2）药力强劲不但能迅速杀灭表层细菌

原体，而且对深层的致病原体达到杀灭目的，捣毁病菌繁殖环境（3）深层护

理，改善微循环，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提高人体免疫力。从此破译了皮肤顽癣

致病血毒因子的基因密码，告别皮肤顽癣不能治愈的历史。

特举办“献爱心，送健康”大型免费送药活动，为外地不便前来就诊的患

者开设邮寄业务。 只需来信写清病情年龄、地址电话，我院收到信件后即可

免费为您邮药，病好再付款。

如有不明之处请拨打 24 小时专家咨询热线：

治好皮肤顽癣新药震撼上市病好再付款

联系电话：0311-87915956 13933019828（可发短信）

来信地址：石家庄市汇通路 73号（石家庄九州中医药研究院）

收件人：王付强《收》 邮编：050021

网 址：www.jzpfbw.com 本广告长期有效

激光捕猎机：声诱拉吸引，可捕野猪、黄猄、野羊、野

兔、飞鸟等野生动物，2 千米 850 元，4 千米 1350 元，6 千

米 2380 元，8 千米 3950 元。

捕鱼机：可捕水中一切鱼类，30 米 680 元，50 米 930

元，80 米 1400 元，130 米 2200 元，180 米 3600 元。 来人

可到野外大山水库现场试捕， 将你的地址发到

13790322028 即寄资料 VCD光碟，可办货到付款。

广东省东莞市广利科技公司 联系人：黄汝刚

电话：0769-86385068�����������������手机：13790322028

捕猎机 捕鱼机

激光捕猎机：声诱拉吸引，可捕野猪、黄猄、野羊、野

兔、飞鸟等野生动物 2 千米 800 元 ，3 千米 1350 元，5 千

米 2280 元，6 千米 3150 元，8 千米 4300 元。

捕鱼机：可捕水中一切鱼类，20 米 580 元，50 米 930

元，80 米 1400 元，130 米 2200 元，180 米 3600 元。 来人

可到野外大山水库现场试捕， 将你的地址发到

13977500569 即寄资料 VCD光碟，可办货到付款。

广西玉林市海利电子厂

联系人：张永 电话：0775-2817160

捕猎机 捕鱼机

参与此项技术研究的科学家称，

这种“寿命测试” 的原理是根据一个

人染色体终端结构的长度， 来解读出

他的生理生命长度。 科学家认为， 染

色体终端是衡量人类寿命的重要指

标， 它能够显示出一个人身体衰老的

速度。 许多研究报告都显示， 染色体

终端比常人短的人， 其死亡年龄也会

早于拥有较长染色体终端的人们。

科学家宣称， 这项“寿命测试”

将在 5 年至 10 年之内得到迅速推广。

但值得注意的是， 它并不能将你的寿

命精确到年、 月的水平。

对于“寿命测试推广论”，医界已

经出现了许多质疑的声音， 最多的是

关于这项测试是否符合伦理的争议。

保险业界对于“寿命测试” 也非

常感兴趣， 尤其是人寿保险类的公司

和业务部门， 或许更希望知道哪些人

的染色体终端结构较短， 以从中牟取

更大利益。

还有一些科学家担心， 这项测试

的结果会被兜售“长生不老药” （如

兜售所谓的抗衰老药物） 的企业和个

人利用， 从而使自以为“命不久矣”

的顾客们上当受骗。

“寿命测试” 的主要发明人是西

班牙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的玛利亚·布

拉斯科博士。 她说：“目前我们只知道，

染色体终端天生较短的人， 通常寿命

较一般人短； 但现在人类还不知道染

色体终端较长的人是否会活得更长。”

布拉斯科博士称， “寿命测试”

做起来非常简短、 快速， 但结果却很

精确。 “利用目前的技术， 我们能够

观测到染色体终端之间非常细微的差

别， 还能同时分析多个 DNA 样本，

做起来非常快。”

布拉斯科博士强调： “（测试）

最重要的意义是， 我们有能力辨别出

一些非常危险的病例， 那些染色体终

端结构异常短小的患者。” 张晨

■ 研究人员在血管的

发育过程中发现了一种指

导血管生成的清晰信息线

索， 该发现可应用于药物

研究， 开发阻止癌细胞生

长所需血液供应的新药。

王丹红

■ 美国癌症学会 23 日

发表研究报告称， 长期服

用醋氨酚 （对乙酰氨基酚）

可降低男性患前列腺癌的

风险。

高原

■ 恶性肿瘤目前已经

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头

号杀手”。 为便于今后研制

出更适合国人的肿瘤新药，

我国将建“肿瘤标本库”。

标本库一期建成后， 将可

容纳 5 万多份标本。

贾晓宏

■ 近日， 美国科学家

在实验室培养皿中培育出

大脑内最常见的细胞———

星形胶质细胞。 这对神经

系统失调等疾病的治疗进

展具有重要意义。

刘霞

测 DNA 预知寿命

在英国， 一个被称作“潘多

拉的魔盒” 的新服务即将在年内

面世： 客户只要花 435 英镑 （约

合人民币 4500 元） 验一次血，

就能获知自己的寿命。

脑细胞也“打盹”

一项新的研究发

现， 如果感觉疼痛，

把双手交叉环抱于

胸前就可使大脑产

生混乱， 从而有助

于减轻疼痛强度。

负责该项研究

的、 伦敦大学学院

生理学、 药剂学和

神经学部门的科学

家伊恩内缇说， 人

类大脑有两个感知

图， 控制左半身的

大脑通常会在激活

时， 调用左边空间

的感知图， 控制右

半身的大脑在激活

时， 调用右边空间

的感知图。 在日常

生活中， 人们总是

习惯用左手去触摸

左边的东西， 用右手去感

知右边的世界。

而当人们把双手交叉

环抱于胸前时， 这两幅大

脑图便乱了套， 使得大脑

产生混乱， 处理传递信息

的能力会变弱， 因此对疼

痛的感知也会变迟钝和被

削弱。 所产生的疼痛感也

就减轻了。

研究人员说， 也许以

后人们受伤时， 不仅要轻

揉痛处， 还应交叉双手环

抱于胸前。 研究人员希望

利用此这个新发现， 来研

发能够减轻疼痛的新药物

和新疗法， 通过开发大脑

地图的方式来减轻病人的

疼痛。 曹淑芬

双

手

交

叉

抱

胸

可

减

轻

疼

痛

一项新研究结果显示，

青春期女孩耗费于社交网站

时间越长， 面临饮食失调的

风险越高。

以色列海法大学研究人

员选取 248 名年龄在 12 至

19 岁间的女孩为研究对象，

了解她们上网、 看电视的习

惯， 对饮食、 节食和贪食的

看法和对自己体型的满意度

等。

研究结果显示， 长时间

上“facebook” 等社交网站的

女孩多见节食、 厌食、 贪食

或暴食， 从而体型不佳。 经

常观看八卦、 闲话类电视节

目的女孩更容易厌食。 研究

人员认为， 父母对于女孩的

饮食是否失调起关键作用。

如果父母了解孩子收看的电

视节目， 或与孩子一起看电

视、 上网并严肃讨论其中内

容， 显示个人自主力， 这样

可构筑“保护盾”， 防止孩子

饮食失调。

何蒲

超级电脑“沃森”有望开诊

很早人们便开始尝试

用蜂蜜来治疗伤口预防感

染， 然而， 一直以来对于

蜂蜜抗微生物的机制， 现

代医学却没有进行深入的

探索。 近日， 英国威尔士

大学卡迪夫学院研究人员

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认

为， 使用蜂蜜来治疗伤口

慢性感染和抑制耐药菌效

果不错。

研究者用蜂蜜对绿脓

杆菌、 A 型链球菌和耐甲

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 等 3 种细菌进行

了实验， 结果发现， 蜂蜜

可通过不同方式干扰这些

细菌的生长。 研究还发

现， 蜂蜜可有效扭转细菌

的耐药性， 这就说明结合

蜂蜜可让现有的抗生素对

耐药菌感染更加有效。

贺军成 贺书林

蜂蜜治伤口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