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爱骨病健康 救助工程正式启动
腰腿疼痛、关节疼痛，活动受限，上下楼梯费劲，关节咔嚓响；蹲不下站不起，久坐站起来僵硬迈不开步！ 严重时关节肿大变形。 这是因

为关节里的营养物质（氨糖）缺失，引发关节老化、病变，并加重骨病的症状。 由北京时间中老年骨病研究指导中心举办的“关爱骨病健康”
公益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此次活动的赞助商北京时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将向全国骨关节患者免费发放总价值 500 万的骨关节粮食———
氨基葡萄糖。

本活动为公益性质。 活动期间，每位申领者可拨打电话免费领取 12 瓶，共计价值 4680 元的氨基葡萄糖（应相关法律规定，税费自理），
每人最多领取 12 瓶。 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免费领取热线：400-644-6618/6658

1、腰间盘突出 -- 腰部活动受限，酸胀、下肢麻木，坐骨神经痛、发射新疼痛，
间接性疼痛。
2、膝关节病 -- 膝关节僵硬、疼痛、红肿，有咔咔响声音，变形，出现滑膜炎和积
液现象。

3、颈椎病 -- 颈脖子僵硬、酸痛、头晕恶心、上肢无力，手指发麻。
4、肩周炎 -- 肩部疼痛、酸麻、肌肉无力、手不能抬、怕风怕冷、僵硬迟钝。
5、骨质增生、骨刺 -- 关节疼痛、炎症、肿胀、发麻。
6、风湿、类风湿关节炎 -- 关节处出现红、肿、热、痛，关节僵硬、变形。

以下几种老骨病 你是哪一种？

如果你有上述一项或几项情况发生，说明您的骨病变正在发生病变，急需服用氨糖来缓解。

骨关节的粮食：氨糖 来电免费领取 12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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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新研究显示， 孤独和抑郁
与老年人的心智衰退风险增加有关
联。 美国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的
研究人员分析了 1998 至 2010 年间
8300 多名 65 岁以上美国人的资料。
研究开始时， 有 17%的参与者表示
孤独， 这些孤独者中有半数患上了
抑郁症。

在研究期间 ， 研究人员发现 ，
孤独者的心智衰退比那些没有感到
孤独者要快 20%， 研究开始时有抑
郁症者的心智衰退速度也较快。 研
究还发现， 即使只有一两个抑郁症
征兆， 对于这些孤独者来说， 都与
12 年间的认知衰退发生率增加有关。

该研究表明， 与拥有满意的社
交网络和人际联络者相比， 孤独者
的认知衰退率较快， 孤独这项因素
能导致认知能力衰退。 研究人员指
出， 这项研究对于发展治疗、 促进
老年人的心智健康与生活质量很重
要 。 不过 ， 研究认为 ， 尽管孤独 、
抑郁与心智衰退风险升高之间有关
联， 但并未证明其因果关系。

方留民

■ 英国一个研究团队近日在 《自
然》 杂志发表报告说， 他们发现一个基
因与肺动脉高压相关。 在正常人的肺
中， 这种基因并不活跃， 然而对于那些
患有肺动脉高压的人来说， 这一基因就
会非常活跃地发挥作用。 未来根据该作
用机理可研发针对这一症状的有效疗法。

张家伟
■ 日本熊本大学的研究小组近日

称， 在确认了至今为止肺癌和乳腺癌细
胞分泌的特定蛋白质 （ANGPTL�2） 促
进转移和向周围蔓延的“浸润” 机理的
同时， 发现了可抑制这种蛋白质功能的
酶， 为防止癌症扩散药物的开发提供了
可能性。

宁蔚夏
■ 复旦大学脑科学协同创新中心、

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郑平课
题组发现， 吗啡在“刺激” 脑内多巴胺
细胞后， 会打开通向多巴胺细胞的兴奋
性输入“闸门”； 如果关闭这一“闸门”，
就会取消吗啡带来的特殊欣快感。 该研
究为有效干预药物成瘾提供了新策略。

黄辛 孙国根
■ 美国 《营养学杂志》 刊登美国

农业部一项新研究发现， 每天喝 2 杯含
热量低的蔓越莓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
糖尿病和中风等慢性疾病风险。 蔓越莓
富含多酚类物质， 对人体健康具有多种
保护作用， 有益增强人体免疫力。

徐诚

■新技术

一个名为 PoopMD 的新应用程序
能判断儿童的粪便是否携带胆道闭锁
（BA） 信号。 这种疾病能损害婴儿的肝
脏， 从而威胁其生命。 输入婴儿粪便照
片后， 该程序会使用颜色识别软件， 判
断粪便的颜色是否出现了与 BA 有关的
白色或灰色。 用户能储存其结果， 并将
照片直接发给使用该程序的儿科医生。

该程序由美国 HCB 健康公司和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联合研发。 研究人
员在近日出版的 《科学公共图书馆·综
合》 上证实了该程序的精确性。 科学家
指出， 美国每 1.4 万儿童中就有 1 人受
到 BA 的影响。

唐凤

新程序可检查儿童肝病

■健康新知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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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资讯

白内障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
的失明原因， 而现在最佳的治疗
方法只有手术。 英国 《自然》 杂
志公开发表的一项视力研究中，
中国和美国的研究团队展示了全
新的治疗方法， 通过一种眼药水
可以提高患有白内障的狗的晶状
体透明度。 这是迈向药物治疗白
内障的第一步。

人眼中有一个组织叫做晶状
体， 正常情况下它是透明的， 才
可以让人清晰地看到外界。 如果
因各种缘由引起的晶状体代谢紊
乱， 导致晶状体蛋白质变性而发
生混浊， 由透明变成不透明， 阻
碍光线进入眼内， 就是白内障。

该病发生原因可能是老化 、 遗
传 、 营养障碍 、 免疫与代谢异
常， 也可能是外伤、 中毒、 辐射
等。 目前， 治疗白内障的最好方
法就是手术。 药物治疗方法迄今
一直只是处于探索研究阶段。

此次， 中国四川大学、 中山
大学以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 给患有非
外伤导致的白内障的狗使用了含有
羊毛甾醇 （lanosterol） 的眼药水。
羊毛甾醇是一种在健康的晶体中
发现的小分子。 研究者张康和他
的团队发现， 经过 6 周治疗， 实
验对象的晶体不透明度降低了， 同
时白内障的严重程度也降低了。 研

究人员对兔子白内障晶体的治疗，
也出现了类似的效果。 新研究揭示
了羊毛甾醇的眼科治疗潜力。

这一研究源于研究团队的一
项调查： 研究人员在分析了 2 个
有白内障遗传病史的家庭后， 发
现他们携带了一个遗传变异， 而
这个变异恰恰发生在负责生成羊
毛甾醇一个基因上。 羊毛甾醇正
常版本的分子有助于防止导致白
内障的蛋白质聚集在一起， 而在
这些家庭成员的眼中发现的羊毛
甾醇的异常版本， 就起不到这种
作用， 这就揭示了为什么这些家
庭的成员会患白内障。

张梦然

白内障有望用药物治疗

音乐是运动的完美搭档。
加拿大一项新研究发现， 一
边听着自己喜爱的音乐， 一
边运动， 能够使运动更简单。
科学家解释称， 听喜爱的音
乐会让大脑分泌自然镇痛化
学物质类罂粟碱 （opioids），
该物质的作用类似海洛因和
吗啡。

在 这 项 由 加 拿 大 麦 吉
尔大学研究员丹尼尔·莱维
汀博士及其同事完成的新
研究中 ， 当研究人员通过
戒毒药物阻止大脑中类罂
粟碱信号的时候 ， 参试者
发现听音乐带来的快感明
显降低 。 而当参试者伴随
音乐运动时候 ， 尽管运动
量相同 ， 但是感觉却轻松
了一半。

音乐使大脑产生的另一
种化学物质是多巴胺。 当我
们期待自己喜爱的音乐的时
候， 大脑就会产生更多多巴

胺。 牛津大学研究员罗宾顿
巴博士提供的更多证据表
明 ， 听音乐会增加大脑中
类罂粟碱水平 。 伴随心仪
音乐运动 ， 可以减轻运动
痛苦 ， 使整个运动过程更
加轻松愉快。

徐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