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新知

■发现

据英国 《自然·通讯》 杂志 2 月 9 日
发表的一项机器学习最新研究， 美国科
学家团队报告称： 对匿名手机数据进行
基于机器学习的分析， 可以成功模拟并
预报病毒性疾病———流感的传播。 现阶
段研究显示， 这个移动地图能够准确预
报纽约市和澳大利亚的流感传播情况 ，
未来或还将有潜力对新冠肺炎进行监控。

病毒性疾病在人群中的传播， 取决
于感染者和未感染者之间的互动。 目前
用来预测疾病在一个城市或国家传播的
模型数据， 都存在稀疏和不精确的问题。

为了获得一个更稠密的数据集， 此
次， 美国谷歌公司研究人员亚当·萨迪乐
克及其同事从打开 “位置历史记录” 功
能的安卓手机上收集了匿名追踪数据 ，
并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将这些数据拆分成
单个 “行程”， 进而构建出一个人群移动
地图。 他们借助一个根据医院挂号和检
验数据进行校准的传染病传播模型， 利
用这个移动地图成功模拟 “预报 ” 了
2016 年至 2017 年纽约市内和周围的流感
活动。

研究团队发现， 这个模型比常用的
标准预报模型表现更好， 和使用通勤调
查数据差不多， 但已知通勤调查数据收
集起来成本更高 。 他们还模拟 “预报 ”
了 2016 年流感季澳大利亚国内的流感传
播。 虽然澳大利亚的人口更稀疏， 流感
动力学也不同， 但这个模型依然能非常
准确地预测流感的高峰和低谷。

（《科技日报》 2.10， 张梦然 /文）

发表在最近出版的 《英国
医学杂志》 上的一项新研究发
现， 大量摄入精加工谷物比完
整 (未经精制) 谷物具有更高的
心脏病和死亡风险。

全谷物往往比精制谷物含
有更多的膳食纤维 、 维生素 、
矿物质和必需脂肪酸 。 过去的
研究已经表明， 较高的全谷物
摄入量与较低的心血管疾病和
死亡风险有关， 但没有发现精
制谷物的明确关联。

为了解决这一证据缺失 ，
研究人员开始评估精制谷物 、
全谷物和白米的摄入量与心血

管疾病 (CVD) 和死亡率之间的
关系。 这项研究基于来自 21 个
低 、 中 、 高收入国家的 137130
名年龄在 35 至 70 岁之间的人的
数据， 这些人没有心脏病史。 研
究人员将白米与所有其他精制谷
物分开进行了研究， 在亚洲， 超
过 60%人口摄入纯大米， 白米是
亚洲的主食。

研究开始时， 他们收集了参
与者的教育、 财富、 生活方式和
病史的详细信息， 并使用经过验
证的食品问卷来评估精制谷物、
全谷物和白米的摄入量。 然后平
均追踪长达 9.4 年， 分析因心血

管疾病原因或严重的心血管事
件 (包括心脏病发作、 中风和心
力衰竭) 导致的死亡。

在考虑了其他潜在影响因
素之后， 研究人员发现 ， 与最
低摄入精制谷物量 (每天少于
50 克 ) 相比， 摄入最高精制谷
物量 (每天至少 350 克 ) 的人 ，
其死亡风险增加了 27%， 发生
严重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了
33%。 精制谷物的摄入量也与血
压升高有关， 但全谷物或白米
的摄入量与健康结果之间没有
显著相关性。

方留民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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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科医生要有爱心、 耐心、
细心， 遇事不冲动、 不急躁， 急
中有细， 细中保持平常心。” 这是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主任王
永红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每周三王永红看高危专家门
诊， 诊室里的孕产妇一波接着一
波围在她的身边， 面对一位位孕
产妇， 她非但没有不耐烦， 反而
更加严谨细致， 耐心倾听每一位
孕产妇的问题。 她始终坚持 “医
者父母心” 的原则， 把孕产妇的
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王主任， 我能拥抱您一下
吗？ 感谢您为我带来了三个健康
的宝宝……” 2020 年 12 月 ， 诊
室里来了一位熟悉的面孔， 王永
红抬头一看， 一对夫妻手捧鲜花
站在门口。 原来是历经多次怀孕、
流产、 宫颈环扎， 最终顺利生育
了 3 个健康宝宝的的产妇李某 。
这位宝妈怀孕过 8 次， 早些年经
历了自然流产 5 次， 不是稽留流
产就是妊娠中晚期 自然流 产 。
2009 年再次怀孕的她喜出望外，
却也忧心忡忡， 害怕又和前几次
一样流产， 于是辗转来到了王永
红的门诊。 王永红经过检查评估，

考虑李某为宫颈机能不全。 王永
红给予了充分的关怀及鼓励， 并
在李某孕 14 周时为其行宫颈环
扎术， 整个孕期精心制定了保胎
方案 ， 最终李某在 2009 年顺利
分娩， 圆了夫妻二人的生育梦 。
有了第一个孩子后， 夫妻俩信心
倍增 ， 于 2017 年再次怀孕 ， 再
次找到王永红行宫颈环扎术并顺
利生下二胎 。 没想到 ， 2020 年
初这位宝妈又怀上了， 体型也越
发偏胖， 年龄也偏大了， 王永红
告知怀孕风险后， 李某及家属坚
持要求留下第三胎。 虽然妊娠中
晚期李某合并出现了糖尿病、 高
血压并发症， 但是在医护团队系
统诊疗下， 李某最终顺利迎来了
第三个宝宝， 于是出现了开头的
那一幕。

“怀孕生子是一个自然过程，
但这个过程远远没有大众认知的
那般轻松， 任何一个细微不经意
的变化都会引发孕产妇的各种病
理反应并影响到胎儿。 认真救治
每一名患者是我们产科所有人员
的责任， 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去守
护每一位母婴健康。” 从当上产科
医生的那天起， 王永红就一头扎

进了这门学科， 不断求索。 “二
孩” 政策开放后， 高龄高危产妇、
高危并发症逐渐增多， 该院作为
郴州市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救
治危重孕产妇责任重大， 王永红
每天都可能面临危急重症孕产妇
抢救， 一年到头很少离开郴州市，
除非要去外地学习开会， 经常下
班刚刚到家或者凌晨半夜接到抢
救电话， 就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到
医院。

作为郴州市产科质量控制中
心主任、 郴州市围产医学会委员
会主任委员， 她还肩负着郴州市
产科质量控制的重任。 在郴州市
卫健委和医院的领导下， 王永红
积极参与医联体建设， 以产科质
控中心为平台， 每年不定期在全
市各县乡进行下乡义诊查房、 培
训授课； 积极促进全市信息交流、
专业技术交流。

在危重症面前， 需要泰山压
顶而岿然不动的从容， 需要乘风
破浪攻坚克难的勇气。 对于如何
永葆这份从容与勇气， 王永红笑
着答道： “爱与责任是我永恒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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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生命保驾护航
———记产科专家王永红 感觉吃药有效果， 就接着多吃一

段时间？ 几种药物轮换吃， 效果会更
好？ 近日， 武汉市第三医院首义院区
接连收治了 3 位市民， 都是因用药不
当导致严重肝损伤， 住进了重症监护
室。 专家提醒， “是药三分毒”， 常
见药物也不能随意吃。

近半年来， 市民肖女士经常感觉
浑身乏力、 不想吃饭。 担心自己感
冒， 肖女士找出家里以前囤的感冒药
吃， 希望能起到预防的作用。 谁知断
断续续吃了一段时间， 不仅病症没有
减轻， 反而还浑身发黄、 肚子发胀。
前不久， 肖女士在武汉市第三医院首
义院区被查出有慢性肝炎、 药物性肝
损伤、 肝衰。 医生推断， 肖女士乙肝
症状不明显， 因此没有引起重视， 前
段时间长期不规范吃感冒药， 加重了
肝脏损伤。 住进重症医学科治疗一周
后， 肖女士逐渐恢复正常。

肝脏是药物转化和代谢的 “解毒
站”， 如果服用了不安全的药物， 或
是用药剂量和疗程不规范， 就容易引
起肝脏损伤， 甚至出现急性肝坏死、
肝功能衰竭等严重结果。

“近两三个月内， 接连收治了 3
名严重肝损伤的患者， 都与不当用药
有关。” 该院首义院区重症医学科医
生邓淑萍介绍， 降压药、 降糖药、 感
冒药、 止痛药， 都是生活中常见、 家
庭常备的药物。 但在医院， 经常有市
民吃这些药物时因为不当用药， 吃出
肝肾损伤。 以市民最熟悉的感冒药、
退烧药和止痛药为例， 这类药物中大
多含有扑热息痛成分， 如果同时使用
两种感冒药， 或同时吃退烧药和止痛
药， 造成扑热息痛摄入过量， 就会造
成急性肝损伤。

(《武汉晚报》 2.25，
文 /记者王春岚通讯员江鸿颖陈舒)

大量摄入精制谷物会增加心脏病和死亡的风险

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联黎部队） 统一部署下， 2 月 23
日， 中国第 19 批赴黎维和医疗分队
与多国维和分队联合开展应急医疗
救援演练。 新华社发 （雷洋 摄）紧急转运新冠患者国际演练

基于机器学习的分析

成功模拟并预报流感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