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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百科
医学新知

冷知识

最近热映的动画电影《你的名字》中，彗星
带来了绮丽的景观。 为什么彗星会看起来与别
的星不一样，而且常常看起来很巨大？

彗星的主体是彗核， 它很难从彗头中明确
地区分出来，直径也不大，小的才几百米，或者
几公里，大的也不过几十公里到上百公里。在它
围绕太阳公转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它就是这么
一个“其貌不扬”的普通天体。 但当彗星越来越
靠近太阳的时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彗星运行
到离太阳约 2个左右天文单位的距离时， 从彗
核蒸发出来的气体和被抛射出来的尘埃形成彗
发和彗尾。 彗星离太阳越近， 蒙眬的彗发就越
亮，包括彗发在内的彗头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彗
尾，更是异乎寻常地扩展、延伸，最终形成形状
奇特的庞然大物。 彗头的直径一般在 5 万 -25
万公里间，比太阳大上万倍的彗星，其质量也许
只有太阳的 2000 亿到 2 亿亿分之一，它的密度
自然是十分小的。 有的彗星其彗核组成物质的
密度只是与水差不多，即每立方厘米 1 克上下，
而有的则是水密度的百分之一。

科中

彗星为什么看起来
这么巨大

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刊登以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唐俊楠博士和沈德良副教授为
第一作者、 张金盈教授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
大学程柯副教授为通讯作者的一篇论文： 用聚
合物合成出干细胞。与天然干细胞相比，这类干
细胞不仅具有相同疗效，还具有降低致癌风险、
提高保存稳定性等诸多优势。 新技术还适用于
合成其他类型干细胞。 该研究向开发出真正实
用的干细胞产品迈出重要一步。

干细胞疗法通过分泌蛋白质和遗传物质等
因子加速受损组织自我修复， 且疗效已获得广
泛证实， 但相关试验显示它会对人体造成潜在
危害， 比如会诱导肿瘤快速生长和免疫排斥反
应等，而且天然干细胞自身还具有易碎性、难保
存性以及提取过程复杂等缺点。

而这次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简单实用的干
细胞合成技术。 他们用生物降解性和生物兼容
性聚合物乳酸—羧基乙酸合成细胞模拟微粒
（CMMP）， 再向微粒内加入天然心脏干细胞中
提取的蛋白生长因子， 用心脏干细胞的细胞膜
将微粒包裹起来最终获得人造心脏干细胞。

聂翠蓉

中美科学家
人工合成心脏干细胞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人与人之间信息
传播速度得到空前提升，伴随而来的弊端也
随之凸显。理科综合知识对于谣言传播的遏
制所用不言自明，我们学习这些知识不仅仅
是为了一个成绩，更是为了在生活中不至于
人云亦云。

一、网络谣言及危害实例
2011年 3 月，日本东海岸发生 9.0 级地

震， 地震造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 1-4 号
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随之而来的是中国部
分地区广为流传的一条消息：食盐中的碘可
以防核辐射。 接着，中国部分地区开始疯狂
抢购食盐，许多地区的食盐在一天之内被抢
光，期间更有商家趁机抬价，市场秩序一片
混乱，导致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抢盐风波。

另一条在朋友圈内广为流传的谣言虽
然没有“抢盐风波”危害那么大，总是被长辈
们当作例证教育下一代却也是让人哭笑不
得。谣言称：“秋裤其实是前苏联为了削弱中
国人生存能力而在中国推广的，因为穿上保
暖的衬裤后，人双腿和关节的抗寒性就会在
几代之后丧失，变得完全无法在高纬度地区
活动。 ”

还有一条谣言的传播范围之广，持续时
间之长， 恐怕是连造谣的人也始料未及的。
这条谣言就是WiFi辐射、 手机信号会损害
健康，有网民称“被WiFi害死了还不知道”。

二、理科综合知识破除谣言
目前活跃在网络上的绝大多数都是接

受过高中教育的成年人，如果他们还记得曾
经学过的理科知识，就不难判断出这些言论
背后的荒谬之处。 针对上述三个例子，我们
可以通过高中所学的理科综合知识一一进
行驳斥。

第一个谣言总结下来就是碘盐可以防
止辐射。 学过高中物理核物理部分的同学应
该知道，辐射的本质是一种粒子，碘原子在辐
射中的确有可能与其他原子发生反应， 从而
相当于碘原子吸收了这些辐射的粒子。 这恐
怕也是谣言在编造的时候所参考的知识。 但
是同样学过高中化学的人就会记得， 食盐中
的碘，指的不是碘单质，而是含碘的化合物，
而化合物并不与单质具有相同的物理性质。
再者在生物里我们学到过人食用食盐之后，
其中所含的元素大多数都会进入人体各类细
胞，而辐射照射在人身上时，首当其冲的是人
的皮肤， 因此哪怕真的服用了能吸收辐射的
药物，等皮下组织来吸收辐射的时候，人的皮
肤恐怕已经被辐射摧残得不像样了。

第二个谣言就更加可笑了。生物学中的
确有“用进废退”理论，在高中生物中也有涉
及，但这种能力不具有遗传性。 生物代与代
之间的遗传靠的是细胞中的染色体，学过高
中生物的同学都知道，想要通过改变环境来

定向改变生物的能力，没有几十代乃至上百
代的时间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这种改变也
并不是改变了生物所包含的基因，所以如谣
言中所说的丧失抗寒性的说法实属无稽之
谈。

第三条谣言传播范围最广，是由于大多
数人都知道 WIFI 信号，手机信号都属于电
磁波。 电磁波可以作为一种武器，高强度的
电磁波对人体的确有伤害。但我们日常使用
的 WIFI 信号、手机信号的电磁波强度都很
弱，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 高中物理曾经讲
过，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磁体，会产生电
磁场，而磁场在运动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电
磁波，我们人类伴随着长时间的进化已经适
应了这种低强度的电磁波。 因此WIFI信号
也好，手机信号也好，并不是洪水猛兽。认清
了它们的本质，就会发现它们和一块运动的
磁铁所产生的电磁波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我
们自然也就不会感到恐惧，轻信谣言了。

三、结论
通过对上面几个谣言实例的分析，我们

发现，广为流传的谣言在高中理科综合知识
面前脆弱不堪，一些简单的常识性的知识就
可以判断这些言论中的错误。 因此，理科综
合知识在教育中的意义不可忽视，作为学生
也应该活学活用，将学习的知识应用到生活
中，逐步构造属于自己的世界观。

理科综合知识对谣言传播的遏制作用
长沙市一中 1409班 李图

进入冬季，气温下降，而湖南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也一度出现连续多日的灰霾天。 专家
指出，这些因素都很容易导致哮喘发作。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如果治疗不及时、不规范，哮喘可能致
命。而规范化治疗的实施，使绝大多数哮喘患者得到较好控制，工作生活几乎不受影响。针
对哮喘防治过程中常见的一些误区，记者采访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博
士生导师冯俊涛。

哮喘与慢性支气管炎的区分
对于引发哮喘的原因， 冯俊涛医生向

记者介绍，诱发哮喘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花
粉、尘螨、动物毛屑、烟雾、空气污染、气候
变化、情绪刺激、运动、药物等，同时有些哮
喘患者还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 哮喘的
主要症状是喘息、胸闷、呼吸困难、咳嗽。 哮
喘和慢性支气管炎在症状上确实有一定的
相似性， 许多哮喘病人及家属常常把哮喘
误认为慢性支气管炎， 把哮喘按照慢性支
气管炎治疗，不能达到最优化的治疗效果。
两者在发病年龄和临床表现上有较大差
别。“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以咳嗽、咳痰为
主，后期出现呼吸困难，发病人群主要是老
年人。 哮喘多发于儿童和青年时期，部分患
者成年后可以自行缓解。 ”冯俊涛医生表示
哮喘经药物治疗可以很好地控制， 哮喘病
人在不发病期间可以与正常人无异。 而慢
性支气管炎一般不会出现无症状的缓解
期，患者或多或少总是存在呼吸系统症状。

哮喘用药注意谨遵医嘱
担心激素用药的副作用可能是哮喘病

人最为常见的认识误区， 记者也特意咨询
了冯俊涛医生。 他表示，哮喘是一种慢性非
特异性气道炎症， 这种慢性炎症与一般引
起肺炎的细菌感染是不一样的， 目前哮喘

治疗主要是以糖皮质激素和长效 β2 受体
激动剂为主，发作期配合沙丁胺醇等短效药
物。“激素副作用出现与否与用药方式密切
关联，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一些病人用药不
规律，感觉好了就自行停药。 还有些病人自
己邮购药品，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冯俊涛医
生强调用药不规律或者乱用药，尤其口服激
素类药物，全身副作用很大，吃多了虚胖、抵
抗力下降，很容易造成激素依赖，用药量越
来越大， 最终可能造成机体肾上腺功能损
伤。目前临床开具治疗哮喘的激素类药物主
要为吸入类的，多为喷雾或干粉状。 吸入的
好处在于激素吸入的剂量很小，仅有少数患
者吸入激素后出现副作用，但这种情况一般
通过用药后漱口可以大幅度降低或者避免。
对于副作用，患者不用过分担心，只要在医
生的指导下规范化用药，出问题的几率比较
小。

哮喘病人不惧运动
在许多人印象中，哮喘病人只要一运动

就会出现喘不上气的情况，那是否说明哮喘
病人就应该避免运动呢？ 冯俊涛医生回答
说：“哮喘病人如果接受规范治疗，注意避免
环境刺激因素，多数病人不影响工作、学习
和生活。 但确实有部分哮喘属于运动性哮
喘，运动可作为一种单独的诱发因素，但一

般指在剧烈运动后导致呼吸困难加重。 ”现
实中，运动员罹患哮喘并非个案，只要处理
得好，一般强度的运动都是可以进行的。 平
时散步、打个太极拳，跑个步都是没有问题
的。 哮喘病人在运动前可以先进行热身，做
一些舒缓的比如慢走之类的动作作为过渡。
也可以在运动前用药物提前干预，降低或避
免诱发运动性哮喘发作的概率。

预防哮喘方式多样
通过冯俊涛医生的介绍，我们对哮喘有

了更加科学的认识，那么如何才能预防哮喘
发作？冯俊涛医生针对不同的哮喘诱发机制
提出了不同的预防方式。像过敏性哮喘大都
是因为接触了过敏源才导致的发作，所以大
多数过敏性哮喘患者可以通过远离过敏源
进而达到远离过敏性哮喘发作的目的。像对
花粉、动物毛屑过敏的病人应注意避免接触
易引起过敏的动植物，尘螨、灰尘过敏者应
注意保持室内环境卫生。而运动性哮喘病人
则要注意在运动前先进行舒缓预热的动作。
因冷空气刺激引起的哮喘， 要注意保暖、起
床不要太早，适当揉搓鼻子，保持鼻粘膜对
冷空气的适应。同时哮喘病人要坚持定期检
查，遵医嘱用药，保持平静的心情。

本报记者 陈洁

冬日，如何科学应对哮喘

探索发现

日前， 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能源部 SLAC 国
家加速器实验室科学家发现一种使用钻石的新
方法，将最小的钻石装配成极细电线，只有 3 个
原子的宽度。

通过选取不同类型原子， 并将它们像乐高
积木一样结合在一起， 这一最新技术可潜在用
于制造具有广泛应用的微型电线，其中包括：能
够发电的织物材料、光电设备、以及没有任何导
电损耗的超导材料等。 这种针状电线具有一个
半导体核心，是叫做硫族化物的铜和硫结合物，
被附加钻石包裹，构成一个绝缘外层。研究员表
示，微型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材料仅以
一维或者二维形式存在，作为原子尺寸的点、线
或面，它们与批量制造的相同材料相比，具有与
众不同的属性。 这种最新方法可使研究人员以
原子等级精度组装和控制这些材料。 这项研究
结果发表在近期出版的《自然材料》杂志上。

悠悠

最新研制极细电线宽度
仅三个原子

教你一招

保持注意力。 老是丢三落四、记不起东
西放在哪儿， 难道年纪轻轻就记忆力衰退
了？ 其实，我们平时经历的这种“健忘”大多
和疾病没啥关系， 问题其实出现在注意力
上。要防止丢三落四，首先要保持注意力。有
一个简单粗暴的的方式来提高注意力，那就
是放东西的时候“用力思考”或者“大声说”。
比如， 你可以大喊一声“我把手机放床上

了。 ”这听上去有点“蠢”，但是确实有用。
利用工具。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注意力实

在无法信任，可以利用工具帮忙。 把重要的
事情记在本子或者手机备忘录上，不定时翻
看一下，需要办的急事可以设置闹钟提醒。

放在固定位置。 给日常物品找一个合
乎情理的固定位置放置。 比如， 可以把眼
镜放在床边， 在固定的位置给手机充电，

把钥匙放在门边的某个容器内， 出门也把
它放在包包固定位置的口袋里。

养成检查的习惯。 离开一个地方之前，
可以回头检查一遍再走。 要想记忆牢固，就
需要回顾来加深印象。

有序寻找。 东西找不到，不要胡乱地翻
箱倒柜四处乱找，可以先冷静一下，回想一
下线索，再有条理的仔细寻找。

保持精神充沛。 疲倦、面对压力或精神
不佳的时候，注意力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想
要告别丢三落四的慌乱生活， 适当放松自
己，保持充足睡眠也很重要。 贺雨

“用力思考”可防丢三落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