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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报
道，美国一家再生医学公司月
初宣布，成功为一名出生时右
耳畸形的20岁女子移植了一只
由她本人细胞制作的、3D打印
的耳朵。这是在医学领域应用
3D技术的首次临床实验。多位
独立专家表示，这是在生物组
织工程领域的一项惊人进展。

美国3D生物医药公司称，
打印出的这只新耳朵的形状与
该女子的左耳完全匹配。新耳
朵于今年 3 月移植，它会重新
长出软骨组织，并具备天然耳
朵的外观和质感。

3D生物医药公司在新闻稿
中公布了该女子进行再造外科
手术的结果。但该公司以专利权
为由未公开披露手术的技术细
节。该公司说，联邦监管机构此
前评估过实验设计并设定了严
格的制造标准，有关数据会在研
究完成后发表在医学刊物上。

这项有11名患者参与的临
床实验目前仍在进行中，当前存
在移植失败或引发始料未及的
并发症的可能性。但很多医生以

及公司高管都表示，鉴于所用细
胞源自患者自己的组织，新耳朵
不大可能出现排异反应。

近来，学术界在探索器官移
植方面取得了多项突破。今年1
月，美国马里兰州的外科医生将
一颗基因改良型猪心脏移植到一
名患有心脏病的57岁男子身上，
该男子的寿命得以延长两个月。

鉴于此次植入的耳朵所用
的一小团细胞系取自该女子自
己的畸形耳，这似乎是首个通
过3D打印技术植入活体组织
制成物的已知范例。

尽管如此，美国卡内基－
梅隆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及材料
科学与工程教授亚当·范伯格
博士说，外耳是一种相对简单
的附属部位，它与其说是功能
性的，不如说是为了美观。他警
告说，实质性器官——如肝脏、
肾脏、心脏和肺——的3D打印
之路仍然漫长：“哪怕从打印一
只耳朵到打印一块椎间盘，都
将是一大跨越。但如果在耳朵
上成功了，梦想就离现实更近
了。” 据新华社

据埃菲社 6 月 17 日报道，
欧洲多家机构的研究人员设计
出一种计算机工具，能通过一
套基于人工智能（AI）的复杂系
统，检测并“提取”一个人在阅
读数字文本时感受到的情绪。

研究人员向埃菲社记者指
出，这与“窥探”毫无关联，并称
情绪提取是朝着像人一样思考
的“完整”人工智能迈出的重要
一步。这个工具的用途包括快
速发现仇恨信息、分析宣传品，
以及检测抑郁症等重大问题。

这个工具名为“Depeche-
Mood++”，由马德里理工大
学、意大利布鲁诺·凯斯勒基金
会、荷兰特文特大学和一家法
国公司的研究人员设计，使用
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和人工智能
对阅读文本时产生的情绪进行
准确检测，并提供一份完整报
告便于后续分析。

该项目使自动检测网上的情
绪成为可能，并加入了欧洲的

“参与”倡议。该倡议使用人工智
能来研究极端主义内容如何在
网络上传播及其如何影响社会。

这个工具由什么构成？研

究员奥斯卡·阿拉克解释说，它
是“一套语汇”，即一份带有注
释、表明与每个单词有关的情
绪的词汇表，并说这是一种在
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应用非常
广泛的资源，用以提供一种必
要但计算机缺乏的主观性。

阿拉克解释说：“我们教这
套系统人类如何表达情感。”为
此，他的团队使用了学习算法
和神经网络技术。

不过阿拉克坚持认为，这
是一种仅用于研究的工具。研
究人员甚至放弃经济利益，拒
绝了一些企业的提议。他称，该
工具“绝不用于窥探”，虽然它
能用来了解用户在社交媒体等
平台上表达的情绪，并就所有
人工智能系统始终存在（种族
或性别）偏见的风险，以及这些
偏见可能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
的后果发出警告。

“DepecheMood++”能够
检测多达 6 种不同的情绪（恐
惧、快乐、幸福、悲伤、烦躁、愤
怒），目前已开发出两种语言
（英语和意大利语）的语言库。

据参考消息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和东北伊利诺伊大学领导的一
个百人国际团队报告了迄今为
止最全面的衰老和长寿研究成
果，其中包括在野外收集的来
自全球 77 种爬行动物和两栖
动物的107个种群的数据。

在《科学》杂志6月23日公
开的报告中，研究人员首次记
录到海龟、鳄鱼和蝾螈的衰老
率特别低。研究发现，保护性表
型，如大多数海龟物种的硬壳，
有助于减缓衰老，在某些情况
下其衰老甚至“可忽略不计”。

此次研究结果表明，动物
调节温度的方式——冷血与温
血，并不一定表明其衰老速度
或寿命。“我们没有找到较低代
谢率意味着变温动物衰老较慢
的支持证据。”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野生动物种群生态学副教
授大卫·米勒说，“这种关系只
适用于海龟，这表明海龟在变
温动物中是独一无二的。”

保护性表型假说表明，具
有赋予保护作用的物理或化学

特征，如盔甲、刺、贝壳或毒液
的动物衰老速度较慢且寿命更
长。研究小组证明，这些保护性
特征确实使动物衰老得更慢，
并且在物理保护的情况下，它
们比没有保护性表型的动物活
得更长。

有趣的是，研究小组观察
到每个变温组中至少一个物种
的衰老可忽略不计，包括青蛙、
蟾蜍、鳄鱼和海龟。研究人员表
示：“说它们根本没有衰老听起
来很戏剧化，但基本上一旦过
了繁殖期，它们死亡的可能性
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

米勒说：“可忽略不计的衰
老意味着，如果动物在10岁时
一年内死亡的几率为1%，如果
它在100岁时还活着，它的死亡
几率仍然是 1%。相比之下，在
美国的成年女性中，10岁时一
年内死亡的风险约为2500分之
一，80岁时死亡的风险约为24
分之一。当一个物种表现出可
忽略不计的衰老（退化）时，衰
老就不会发生。” 据科技日报

“8400个细菌”的瓜还能吃吗？

热搜话题的数据来源于央视
《健康之路》中的一个实验。视频
中，实验室对多种切西瓜的方法进
行了细菌培养实验。实验人员用普
通切肉的菜刀切取西瓜，封上保鲜
膜隔夜保存后检测西瓜面，检出每
25 克 有 8400 个 细 菌 ，也 就 是 336
个/克。

但吃下8400个细菌，并不等于会
吃出问题，关键在于是否有致病菌。

巴氏奶的菌落数上限 10 万，口
腔内有上亿微生物，乳酸菌饮料每毫
升样品中含菌量有1亿个，就连标准
较高的婴儿奶粉也不是“无细菌”，只
要抽检的 5 份奶粉中没有样品的细
菌总数超过 10000 个/克，而且最多
只有 2 个样品的细菌总数超过 1000
个/克，就是合格的。

西瓜如何安全过夜？

瓜不是越冰越好！
一个好的、完整的西瓜，内部基本

上是无菌的，冷藏隔两夜也没关系。
但切开的西瓜没有了瓜皮的保

护，就可能出问题了。
如果西瓜在切的过程中污染了

致病菌，如常见的沙门氏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李斯特菌等，即便不隔夜
也可能会导致食源性疾病。

想让西瓜安全过夜必须做到：
生熟分开、洗净切瓜、包上保鲜

膜及时放冰箱。切西瓜时，一定要事
先把案板、刀具和瓜皮清洗干净；保
鲜膜能够把西瓜和冰箱中的其他食
物隔离开，避免二次污染；放进冰箱
则可以降低细菌的活跃度，让它们生
长得慢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冰西瓜营养会打

折扣。常温时西瓜的番茄红素和β一胡
萝卜素比冰镇西瓜高出40%和139%。

如果想让西瓜更凉一些的话，可
以放冰箱冷处理，温度调到 5℃～
6℃，时间最好不超过两小时，这样既
解暑又不伤脾胃。

健康“吃瓜人”注意这些禁忌

打开后的西瓜，如果切面出现了
变质、不新鲜的情况，很多人挖掉坏
的地方继续吃。

其实这并不安全，细菌等微生物
并不会只在西瓜的表面繁殖，如果西
瓜表面的果肉已经腐败变质了，很难
保证毒素没有扩散到西瓜内部，毕竟
很多微生物细菌并不是人肉眼可以
观察到的。

因此专家建议直接将全部西瓜
扔掉。

不仅如此，下面几种情况，更要

多注意！
1、糖尿病患者不宜食用。糖尿病

人在短时间内吃太多西瓜，不但血糖
会升高，病情较重的还可能因出现代
谢紊乱而致酸中毒，甚至危及生命。

2、经期中的女生不宜食用。女生
经期体质比较虚弱，免疫力降低，最
好不要吃西瓜这种寒凉之物。

3、体虚胃寒的人不宜多食。西瓜
属寒凉之品，体虚胃寒的人食用过多
的话，会导致腹胀腹泻、食欲下降、积
寒助湿。

4、肾功能不全者不可食用。肾
功能不全者，其肾脏对水的调节能
力明显降低，对进入体内过多的水
分，不能调节及排出体外，致血容量
急剧增多，容易因急性心力衰竭而
死亡。

整合自新华社、科普中国、成都
肛肠专科医院

粉言谣 碎机
忌口能缓解过敏症状忌口能缓解过敏症状、、涂花椒水涂花椒水
可治过敏性皮炎……可治过敏性皮炎……

过敏星人过敏星人 这些
抗敏妙招
都是都是

虽然已经过了过敏高发季——春季，但是即便在盛夏时
节，有些“过敏星人”的日子仍不好过。由于过敏原千奇百怪，很
多人过敏与季节并无太大关系。不堪过敏之苦，有些人选择上
网“求医问药”，但是搜到的信息五花八门、真伪难辨。

为了避免“过敏星人”掉入抗敏“陷阱”，记者搜集了一些与
治疗、预防过敏有关的谣言，帮他们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过敏可遗传，家人的药自己也能涂？
需由专业医生诊断后

对症治疗

过敏体质具有遗传性，有
些人就会觉得，既然过敏症状
相同，那涂同一种药膏也应该有效。

对此，天津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
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吴玲玲表示，治
疗过敏性皮肤病并非“同病一方”。比
如，同样是患特应性皮炎，家族成员
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有的表现
为急性湿疹，皮肤有渗出流水且剧烈
瘙痒；有的则表现为慢性苔藓化、肥
厚的皮疹。选择外用药时，医生会根
据皮疹的形态、严重程度、所在部位，
选择不同外用药，不能一概而论。

“头面部、手掌足底、会阴部等特
殊部位的用药会比较特殊。”吴玲玲举
例道，比如，面部就不能长期涂含有激
素的药膏，极易引发毛囊性皮肤病，特
别是长期用含激素药膏的患者在停药
后或出现严重的激素依赖性皮炎。

“因此‘家人的药自己也能涂’的
说法是不对的。”吴玲玲提醒，出现过
敏性皮肤病还需到正规医院，由专业
医生诊断后对症治疗。

吃某些食物可防过敏？
没有食物

能直接预防过敏

网传多吃胡萝卜、洋葱、
金针菇、红枣、西蓝花等食物可
预防过敏，这似乎让“过敏星人”看
到了希望。不过，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刘瑞玲表示，
尚无任何一种食物吃了能预防过敏。

刘瑞玲介绍，最常见的食物过敏
属于I型过敏反应，是速发型过敏，其
是由IgE抗体介导、多种细胞因子参
与的过敏反应，有致敏、发敏两个阶
段。比如，有人对桃子过敏，此人的免
疫细胞在接触桃子后就会将其标记为

“敌人”，并产生相应的抗体；抗体与肥
大细胞结合，令正常的肥大细胞变成
致敏肥大细胞。当此人再次吃桃子时，
致敏肥大细胞就会破裂，进而导致皮
肤瘙痒（或出现风团）等不良反应。

网上列举的抗过敏食物，并不能
迅速且完整地切断上述过程，因此不
能产生预防过敏的效果。“维生素C、
维生素D、花青素等可能对预防过敏
有一定的帮助，但相关有效证据非常
有限。”刘瑞玲表示。

涂花椒水可治过敏性皮炎？
尚无证据

证明其治疗功效

“过敏性皮炎是一类超敏
反应性疾病，是过敏原刺激人
体后引起的皮肤炎症性病变。”
吴玲玲介绍，当此病发作时，会伴随着
剧烈的皮肤瘙痒。

在各种民间止痒“偏方”中，花椒水
的被认可度最高，不少人甚至认为花椒
水可治疗过敏性皮炎。

对此，吴玲玲表示，花椒提取物
——花椒素有止痛和杀虫的作用，一些
护肤品和药膏中也含有此成分。但花椒
水不等于经过提纯的花椒素，目前尚无
任何科学证据表明花椒水可治疗过敏
性皮炎。

“除此之外，我们在家自己煮的花椒
水，浓度无法掌握，杂质也无法去除，因
此煮出来的花椒水很可能具有很强刺激
性，将其涂于有渗出的皮肤上或会加重
病情。”吴玲玲提醒道，尤其在皮肤病急
性发展期，有些人喜欢用热花椒水去烫
患处，而这会使炎症反应更剧烈。

“过敏性皮炎主要是由皮肤屏障功
能受损造成的，因此平时可涂抹一些具
有屏障修护作用的乳液来促进皮肤修
复，这样可阻隔外界过敏原或一些感染
源进入皮肤。”吴玲玲补充道，如皮肤有
渗出的话，还需及时就医，医生会根据皮
疹的面积、严重程度选择用外用药还是
口服抗过敏药、消炎药等。

炉甘石洗剂能治皮肤过敏？
其主要起

物理防护作用

炉甘石洗剂是一
种十分常见的皮肤外
用药，世界卫生组织也将炉甘
石洗剂列入儿童基本用药目
录，将其推荐为婴幼儿优先使
用的安全药物。同时，炉甘石洗
剂价格亲民、使用便利，因此其
深受欢迎，成为不少家庭的“万
能皮肤药”。

吴玲玲介绍，炉甘石洗剂
属于振荡剂，主要由炉甘石、氧
化锌、甘油和水组成。其中，炉
甘石是一种矿石类药物，主要
含不溶于水的天然碳酸锌，能
部分吸收创面分泌液，具有收
敛、保护的作用；氧化锌则具有
消炎、干燥、吸附、保护和弱收
敛的作用；甘油则具有较强的
吸湿作用。

“过敏性皮炎患者使用炉
甘石洗剂，可起到止痒、抗炎、
消肿、隔离过敏原的作用。但涂
炉甘石洗剂更多是起物理防护
作用，主要是改善症状，可治标
但未必能治本。”吴玲玲表示，
治疗过敏性皮炎还需对症下
药，根据皮疹的面积、严重程度
选择具有针对性的外用药。

忌口可缓解过敏症状？
要确定过敏原
而非盲目忌口

网上有种传言称，
出现过敏症状，首先要做
的就是忌口，不要吃海鲜、
热带水果、鸡蛋、牛奶、坚果、
豆类食物。那么，这种说法是
否正确呢？

“出现过敏症状后，首先
要确定过敏原，而非盲目忌
口。确实因吃某种食物导致过
敏就需要忌口，但要忌的是导
致过敏的食物。”刘瑞玲介绍，
导致过敏的食物种类非常多，
远超传闻中所罗列的种类，如
芹菜、西红柿、桃、樱桃、苹果
等蔬菜、水果，也同样会导致
人体过敏。

刘瑞玲建议，过敏体质
的人一定注意，不要去“招
惹”过敏原，需严格忌口过
敏食物，包括含有过敏原成
分的加工食品。“购买加工
食品前，大家一定要仔细看
配料表。目前，大部分食品
包装上都会标注可能引起
过敏的食物成分，甚至会注
明食品生产线曾加工过花
生等易导致过敏食物。”她
提醒道。

据科技日报

这种西瓜一口8400个细菌！
你是合格的夏日“吃瓜群众”吗？

夏至过后，气温一路飙升，不少人已经开启“空调+冰西瓜”的模式。
西瓜冰镇，一口下去，甘甜爽口、沁人心脾，简直是消暑利器。但是，此前有网友曝出：因舍不得扔隔夜西瓜，竟

吃出休克、小肠坏死，险些丧命！还有人说，吃隔夜冰西瓜，等于一口吃下8400个细菌。
手上的隔夜西瓜瞬间不香了……

AI可检测并“提取”
网文读者情绪？

生物工程领域重大进展：
用人类细胞3D打印耳朵

首次成功移植

迄今最全动物研究揭秘——

衰老“可忽略不计”？它们实现了

科沿前 技

图据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