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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自由
基”呢？ 从化学的角度
来看,自由基就是缺少
一个电子的氧分子。
它为了弥补这个缺憾,
会从别的氧分子那里偷
盗一个电子, 致使别的氧
分子也遭到破坏。 大多数
自由基都是细胞正常活
动的副产品,�好比盛宴之
后厨房里势必会一片狼
藉。因此,我们无法阻止自

由基的形成。 我们体内正常和必要的耗氧活动都会产生自由
基, 就连我们为了延长青春而做的练习也会增加自由基的数
量。此外,生活压力、空气污染、食物和饮用水里的化学物质、香
烟(哪怕是间接吸入的),每天多喝的那一两杯酒精饮料,都会导
致体内产生额外的自由基。

我们生物体系遇到的主要是氧自由基，通称活性氧，它非
常活跃且不安分， 就像我们人类社会中的不甘寂寞的单身汉
一样，如果总也找不到理想的伴侣，可能就会成为社会不安定
的因素。 如果一位单身汉有幸遇到了另一位妙龄少女结为夫
妻，就不会再去破坏其他家庭了。 后者就可以被称为“抗氧化
剂”，这是一种 具有延迟、抑制和阻断 ROS（活性氧 ）/OFR
（氧自由基）氧化损伤的物质的总称，是能够与 OFR 结合并使
之清除的机体保护剂。 因此，在机体正常过程中以及保护细胞
和组织免受氧化损伤中具有重要作用，我们的身边，就有很多
物质拥有强效抗氧化能力。 如性激素、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等酶类和维生素 C、 维生素 E、β-胡萝卜素和硒都是清理自
由基的行家里手。

然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最近几年的
研究中发现：“自由基”不仅不是机体衰老背后的罪魁祸
首，反而是促进生物体长寿的神秘推手。 他们用模式生
物秀丽隐杆线虫做实验，令人惊讶地发现自由基(又称作
为氧化剂) 作用于一种分子机制告知了受损细胞杀死自

己，它包括：避免发生癌变，避免引发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或杀
死侵入细胞的病毒等各种情况下自杀的过程。 这一机制的分
子层面原理存在于所有动物的体内， 一旦通过适当的途径经
由自由基的激活， 就可以加强细胞的防御机制并延长其生命
周期。

历史上，乌鸡变凤凰、化腐朽为神奇，华丽转身的情况是
存在的。 曾经被人们视为废物乃至毒物的一氧化氮，如今就雄
赳赳气昂昂地跨入了“好小子”的行列，成为“明星分子”、“健
康信使”，风靡世界的“伟哥”就是它的杰作。 那么，自由基也能
甩掉“坏小子”的帽子吗？ 仅凭上述成果恐怕还难以服众，真
正改变它自己的形象，也还需时日。 但不管怎样，自由基都值
得追求健康的人们去关注。

“坏小子”还是“好小子”
岳阳市通海路中学 李耕拓

据 《成都日报 》6 月 23 日报道
晚上起来，偶然发现厨房里仿佛有微
光，走近一瞧发现漂浮在空中的一团
蓝色的“火焰”。 你伸手去碰，触手却
是一块冰凉湿滑的肉……这不是恐
怖电影中的桥段，而是近年来屡见不
鲜的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猪肉发
光，吃还是不吃，真是个问题。

元凶是什么
记者发现，对猪肉发光的原因有两种猜测：一种是涂抹了荧

光增白剂，一种是饲料中的磷过量。
对此，食品卫生专家董金狮分析，在没有对实物进行检测的

前提下，任何推测都是可能的。 比如，有不法分子在猪的肥肉部分
涂上了荧光增白剂，“这种方法能让肥肉看起来更嫩， 卖相更好。
普通水洗，肥肉上的化学残留物质不容易去掉。 但是最近出现的
这些事件，基本都是瘦肉部位发出强烈的光。 同时“人工漂白”的
原理是吸收阳光里的紫外线，将其转化为可见光，而在黑暗中这
些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当然，个例不可不防，主流仍将把“荧光粉”看做一种潜在致
癌因素，它在日化产品上的应用广泛，但不能用在食物或食品包
装上。

不过，摊贩均称肉是从正规市场批发来的，且其身上有检验

检疫章。 所以还有一种猜想，在科学研究中，生猪可能是在
饲养环节即被喂食过过量含磷饲料， 也可能是感染了荧光
菌

肉为何发出蓝色荧光
随后，鉴定人员的说明，更让人不可思议。 据报道，由北

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将发光物采样， 提取其中的菌类并
进行纯化，可以得到一种革兰氏阴性杆状菌，与自然界中的
明亮发光菌、鳆发光杆菌高度吻合，这些菌类就是荧光假单
胞杆菌，肉的蓝光就是它们的代谢产物发出的，该菌对正常

人群不具有致病性，不必对其恐慌。
市工商局也表示，消费者购买到的“发光猪肉”，可能是在屠

宰、储存、运输、销售等过程中污染而感染该类细菌。只要鲜肉本身
没有腐败变质，应该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

我们还能吃否
吃夜光猪肉确实要承受一定的心理压力。 毒性测试表明这种

阴森的发光蛋白是一种机会致病菌，当进入人体血液，才会危害身
体重要器官。人如果直接食用，进入消化道，是无妨的。而荧光假单
胞菌在温度 41 度以上，不宜生长，70 度以上，就会死亡。 煮，炒等
等烹饪方式，都可杀死该菌。 工作人员还介绍，荧光假单胞菌的代
谢产物就是黄绿色素，所以会发光，它广泛存在于水、土壤之中，出
现在猪、羊等等动物身上，都是常见现象。 而其他未知的因素所存
在的风险，是很难确定的。 为以防万一，市民还是尽量不要食用。

“夜明 猪 ”你敢吃吗

走在大街上，突然看到有人朝你举枪，不知道会如何反应呢？ 如果是我，肯
定是脑子一片空白。 不过在这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年代，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
眼睛。

帅哥持枪的样子虽然酷，不过子弹还要 COOL!�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只是一
个整蛊人的玩意啦，手枪相机。 瞄准你的目标，扣动扳机，哈，一张照片就大功
告成了。 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瞄准别人，搞不好真会吓出人命的。 自己闲着没事，
过把枪手瘾，偷着乐和一把。

（据中新社 6.27）

枪型相机图 吧

爱逃避的孩子更焦虑
据报道， 美国梅奥医学中心儿童研究所的心理

学家史蒂芬·怀特赛德发现，总习惯下意识逃避困境
的孩子更易焦虑。

研究者选取了 800 多名年龄在 7-18 岁之间的
儿童， 分别对这些人及其父母做问卷调查， 结果显
示， 总是设法回避恐惧场景的孩子在一年后患上焦
虑症的几率更高。

因此，有专家认为，该研究成果能帮助专业咨询
师准确判断对焦虑症少儿的心理治疗效果。

（摘自《生命时报》6.20）

滥用防晒霜当心伤骨
如今， 不少爱美的时尚女性， 不管阳光强度如

何， 一出门总习惯往脸上或手臂上涂抹防晒霜。 其
实，长期过度使用此类产品，对女性骨质健康是十分
不利的。

众所周知，常晒太阳是合成维生素 D 最有效的
方法之一。研究发现，防晒霜、护肤油之类上脸，会妨
碍皮肤的正常“呼吸”，进而将影响钙、磷的吸收，而
那些长期喜欢化浓妆的美眉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症，
其原因可能与阻隔阳光照射有关。

（摘自《深圳晚报》6.15）

瑜珈改善女性尿失禁
发表在最近出版的《女性骨盆腔医学

与重建外科医学》期刊上的这篇论文称，有
些人在咳嗽、打喷嚏、弯腰的时候腹腔压力
增加，就会产生应力性尿失禁，而做瑜珈运
动对这些族群改善效果更大。

研究人员表示， 如果女性接受特殊训
练课程，以改善骨盆腔健康，就更能控制泌
尿道肌肉力量，并可避免意外渗尿窘境。瑜
珈通常用来增加内在觉察能力， 还可以用
来帮助放松，减轻焦虑、压力，因此常被应
用于改善新陈代谢或改善疼痛等问题。

（摘自《东方早报》6.18）

健 康

创 意

提 醒

手机放裤袋恐不育
一项新研究显示， 如果男性常把手机放在裤子

口袋会损害生殖能力， 未来想要生儿育女当父亲将
变得较困难。

埃克塞特大学的科学家系统地分析了 10 份研
究报告，含括 1492份精子样本。 参与者多来自不孕
症诊所和不孕症研究中心。调查发现，精子一旦接触
手机辐射，活动能力就会平均衰退 8%，就连存活比
率也会受到影响。

目前，全世界很多人都在使用手机，这项环境因
素会对男性生殖能力造成潜在的威胁，因此，人们应
提高警觉。

（摘自《湛江晚报》6.30）

百 科

智能戒指提醒来电
很多人都在苦恼手机收在手袋里， 容易听不到

铃声或感受不到震机而错过来电。据了解，英国有公
司推出智能戒指，当手机有来电、短信、电邮、face-
book和 Instagram信息时， 戒指就会发光或震动，而
且设计时尚简约，易于配搭不同造型。

智能戒指 Ringly 表层镀有 3 微米厚的 18K 哑
色黄金，镶有半宝石，有黑、紫、白及绿四色。 使用者
透过蓝牙系统连接手机， 适用于 iOS 及 Android 系
统，厂商甚至可为不同号码设置不同颜色的闪光。

（摘自《羊城晚报》7.1）

阑尾在腹部的右下方， 位于盲肠与回
肠之间，是细长而弯曲的盲管，远端闭锁。
由于阑尾被认为没什么作用， 而且有时会
发炎，因此有时其他疾病进行开腹手术时，
也会顺便将其切除。

为此， 研究小组分别对切除了阑尾和
没有切除阑尾的实验鼠进行了比较， 结果
发现，前者体内一种免疫细胞减少了一半，
他们因此确认阑尾对于保持肠内细菌的平
衡发挥了作用。

（摘自《广州日报》6.22）

阑尾保持肠内细菌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