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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警惕““夏日杀手夏日杀手””

澳研究人员发现治疗
阿尔茨海默病的新靶点

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日前发
布公报，抑制一种名为Tau蛋白的蛋
白质病变，可避免对脑细胞产生毒
性作用而导致记忆功能受损，有望
成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新靶点。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
退行性疾病，临床上以记忆障碍、失
语、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
改变等为特征，病理特征包括β淀
粉样蛋白沉积和Tau蛋白过度磷酸
化，病因迄今尚不明确。新研究通过
体外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解释了
Tau如何过度磷酸化的原因，从而为
治疗Tau病变提供信息。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

弗林德斯大学领衔的研究团
队首先选取了多达20个不同的Tau
磷酸化位点和12种蛋白激酶进行
实验。蛋白激酶是指催化蛋白质磷
酸化过程的酶，蛋白激酶靶向Tau
的特定位点是磷酸化位点。

结果发现，Tau磷酸化位点之
间存在相互依赖性联系，这意味着
一个位点的磷酸化易促使另一个
位点磷酸化，并且在这些位点中还
存在一些“主位点”，即这些位点的
磷酸化能影响Tau其他大多数位点
的磷酸化。

为了探究是否可以靶向这些
“主位点”来减少阿尔茨海默病中
Tau的毒性，以改善记忆功能，研究
人员进行了小鼠实验。结果发现，当
小鼠的Tau蛋白缺失某个特定的“主
位点”时，它们没有出现记忆缺陷。

研究人员表示，新发现具有治
疗涉及Tau蛋白的一系列神经系统
疾病的潜力，包括帕金森病、脑震
荡引起的慢性脑损伤和中风。

据新华社

近日，全国多地持续高
温，多人确诊热射病，并且已
有致死病例。7月15日，国家卫
健委发布了关于热射病相关

问题的权威解答。

1.什么是热射病？

热射病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
严重的情况，即重症中暑，是由于
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身体调节
功能失衡，产热大于散热，导致核
心温度迅速升高，超过40℃，伴有
皮肤灼热、意识障碍（例如谵妄、
惊厥、昏迷）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的
严重致命性疾病，是中暑最严重
的类型，一旦发生，死亡率极高。

根据发病原因和易感人群的
不同，热射病可分为劳力型热射
病和非劳力型热射病（又称经典
型热射病）。

2.为什么会得热射病？

高温高湿的气候因素和高强
度体力活动是导致热射病最主要
的危险因素。

经典型热射病主要由高温和
（或）高湿环境因素引起，通常没
有剧烈的体力活动。劳力型热射
病主要由于高强度体力活动引起
机体产热与散热失衡而发病。

3.热射病的常见症状有哪些？

体温升高：体温升高是热射
病的主要特征，患者核心体温多
在40℃以上。

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中枢神
经系统功能障碍是热射病的主要
特征，早期即可出现严重损害，表
现为：谵妄、嗜睡、癫发作、昏迷
等；还可出现其他神经系统异常
表现，包括行为怪异、幻觉、角弓
反张、去大脑强直等。部分患者后
期可遗留长期的中枢神经系统损
害，主要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记
忆力减退、认知障碍、语言障碍、
共济失调等。

其他症状：头痛、恶心、皮肤
发红、皮温升高、呼吸急促、心率
加快、肌肉痉挛或无力。

4.现场应该怎样急救处理？

热射病可能危及生命，在试
图给患者降温的同时，周围其他
人应帮忙拨打急救电话。

①将患者转移到阴凉的地方。
②无论使用何种方法，迅速

给患者降温。如将患者浸泡在浴
缸的凉水里；将患者放在凉水淋
浴下；用浇花的凉水喷洒在患者
身上；用凉水擦拭患者的身体；用
湿毛巾或冰袋冷敷头部、腋下及
大腿根部；天气干燥时，将患者裹
在凉水浸湿的单子或衣物里用风
扇猛吹。

③热射病患者的肌肉可能发
生不自主的抽搐。遇到这种情况
时，要避免患者伤害到自己。不要
在患者的嘴里放任何东西，不要试
图给患者喂水。如果患者发生呕
吐，翻转患者的身体使其侧躺，以
确保其呼吸道通畅，避免误吸发生。

5.哪些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如出现以下情况应及时就医：
①体温持续升高，甚至超过

40℃；
②头痛：在高温环境下或重

体力劳动后出现持续性头痛；
③肌肉痉挛：在高温环境下

或重体力劳动后出现全身肌肉，
尤其是四肢肌肉不自觉的抽动；

④呼吸浅快：呼吸速度加快，
超过20次/分，吸气吐气量小；

⑤恶心：有想呕吐的感觉但
是又吐不出来。

如发现以下情况的患者应立
即送医或协助拨打120：

①昏迷：丧失意识，对外界的
刺激反应迟钝或没有反应；

②极度虚弱：感觉没有一点
力气，几乎动不了；

③意识模糊：无法准确地感
知周围人或事物，如不知道自己
在哪、不知道其他人在说什么；

④谵妄：精神错乱，胡言乱语；
⑤癫痫：全身肌肉不自主地

抽搐，没有意识，对外界刺激没有
任何反应。

6.如何预防热射病？

降低热射病病死率的关键在
于预防。最有效的预防措施是避
免高温（高湿）及不通风的环境、减
少和避免中暑发生的危险因素、保
证充分的休息时间、避免脱水的发
生，从而减少热射病的发生率及病
死率。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

“你那里热不热？”成了异地亲
朋们的关切问候。然而真正的

“烤”验来了，7月16日正式“入伏”！
对于很多地区的人来说，刚刚经

历了30天的高温天气，又无缝衔接
40天的“超长版”三伏天。

今年的三伏天是“超长版”——
初伏：7月16日至7月25日，10天
中伏：7月26日至8月14日，20天
末伏：8月15日至8月24日，10天
为何会有超长版三伏天？这是

因为三伏天中的“中伏”时间长短并
不相同，入伏即从夏至后第3个“庚”
日算起，初伏为10天，中伏为10天或
20天，末伏为10天。于是就有了有些
年份的伏天是30天，有些年份是40
天。而今年的伏天总共40天，确实是

“超长版”三伏天。
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

潮湿、闷热的时段。入伏后，全国多
地将会进入持续高温模式。如何平
安度过这个超长版三伏天？请牢记

“三防四补五禁忌”！

三防：防中暑、防脱水、防寒凉

防中暑：天气炎热，尤其是要防
中暑、防热射病。特别是中午、下午
最热的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如果高
温外出或工作，一定要做好防暑、防
晒，比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戴太
阳镜、涂抹防晒霜，做好防暑降温准
备。尤其是小孩和老人，注意通风、
不要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中。

防脱水：高温、酷暑出汗多，一定
要及时补水，防止脱水。特别是不能靠

“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
们口渴时，身体内的水分丢失已有
1%～2%。如果感觉极度口渴、皮肤干
燥、口舌干裂、声音嘶哑及全身软弱等
现象时，就可能已是中度脱水状态。

防寒凉：很多人以为“伏天里要
一心防暑”，正好相反，伏天最要提
防的反而应该是“寒”。伏天开始，人
体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顶峰，血
管处于扩张状态，腠理开泄，一旦着
凉，寒邪便容易趁机入侵。人们在夏
季喜食冷饮、爱吹空调等过度贪凉
的行为，都可能让身体在无形中被
寒邪伤害。

四补：补钾、补蛋白、补精气、
补维生素

补钾：持续高温时，大量出汗，会
导致体内缺钾，倦怠无力，精力和体
力下降，耐热能力降低，因此，膳食中
适量补钾很重要。茶叶中富含钾，喝
茶不仅能解渴，还能帮助消除疲劳。

补蛋白：天热很多人食欲差、吃
不下饭，往往选择吃一些凉拌菜、水
果、凉粉凉皮等，而这些食物没法提
供足够的蛋白质。因此，三伏天期
间，要适当吃一些鱼、瘦肉、豆腐、鸡
蛋、奶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
物，提高机体免疫力。

补精气：三伏天气温高，昼长夜
短，睡眠容易不好，而且人体消耗
大，精力不济。中午打个盹，补个
15～30分钟的午觉，能很好地恢复
消耗的“精气神”。

补维生素：三伏天出汗多和食
欲不振也容易导致维生素的缺乏和
流失。所以，天热要注意补充维生
素，如多吃蔬菜、水果等，还可以适
量吃些动物肝脏，如鸡肝和猪肝等。

五禁忌：忌贪凉、忌懒动、忌剩
饭、忌少食、忌激动

忌贪凉：三伏天不少人怕热，全
天闭窗室内吹空调，时间长了会导
致不知冷热、免疫力下降，更容易感
冒。颈椎对着空调吹，使颈背部肌肉
受寒，造成颈部持续痉挛、后背酸痛
等。而且天气炎热出汗较多，切忌不
要迅速、大口喝冰镇饮料，忽然过冷
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诱发心绞痛
甚至心肌梗死，而冷食也易引起胃
部不适，影响消化。

忌懒动：虽然三伏天热，但该出
汗的时候得出汗。可以选择“走暑”，
进行走路的慢运动。早晚走走，一般
40分钟，2~3公里最合适。

忌剩饭：夏天剩菜剩饭长时间放
置，容易产生亚硫酸盐等有害物质，
即使高温加热，这些毒素也没法消
除。夏天食用隔夜菜导致的问题并不
少见，轻者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情
况，重则导致食物中毒等问题。

忌少食：天再热，也要适当吃些
瘦肉、鱼、豆奶、鸡蛋等。食欲不好时
可变换一下口味，吃莲藕、冬瓜、丝
瓜、西瓜、扁豆等夏令食品。

忌激动：炎炎夏日，人难免会心
浮气躁，但激动情绪伤身体。“心静自
然凉”，越是天热，我们越要心静，与人
交流放慢语速，不急不躁。遇到不顺
心的事，学会情绪转移，看看情景喜
剧，听听相声之类。 据健康时报

可“养成”的人工智能诞生：
像婴儿一样学习成长
思维堪比3岁小孩

日前，人工智能企业Deep-
Mind公司发布了一项最新研究结
果：科学家创造了一个全新的AI系
统，该系统具有类似于人类婴孩的
思维模式，通过训练还会不断成
长，甚至可完全媲美3岁小孩。

这个AI系统名为“PLATO”，研
究者通过给PLATO观看许多描绘简
单场景的视频来训练它，这些视频涵
盖婴儿在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所拥
有的基本知识。比如，球落到地上，球
滚到其他物体后面又再次出现。

研究者利用的编写基于发展
心理学家的研究结论，即婴儿对物
理世界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影
响物理理解的不同因素或概念进行
了分类。他们将重点放在了人类在
生命之初学习到的三个关键概念
上：永恒性（即意味着物体不应该突
然消失）、坚固性（即固体物体不能
相互穿过）和连续性（即物体在空间
和时间中有其位置）。并将另外两个
概念也放到了人工智能系统的数据
集当中——不可变性和方向惯性。
接受数据集训练后，当“PLATO”面
对一个不符合学习过的场景时，就
会“表现得很惊讶”，像人类婴儿。

科学家认为，这些新发现不仅标
志着人工智能发展又向前了一步，还
可以为人类认知及其工作和进化提
供更多的借鉴。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徐缓 实习生 马笑玥

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拍摄到的首张深场宇宙红外全
彩色图像，显示了46亿年前出现的星系团SMACS0723。这
是迄今为止遥远宇宙最深、最清晰的红外图像，由近红外相
机拍摄的不同波长的图像合成，耗时约12.5小时。该图像记
录下数千个星系，甚至拍摄到了131亿年前的景象，这是宇
宙大爆炸10多亿年后的早期宇宙景象。

韦伯空间望远镜
拍摄首批全彩照片公布
拍下131亿年前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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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7月12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正式公布了詹姆斯·韦伯空间望
远镜拍摄的首批五张全彩色照片。这五张照片分别是星系团SMACS0723、船底座大星
云、史蒂芬五重星系、南环星云以及系外行星WASP-96b，涵盖了致密星系群、深空星
系团、弥漫星云以及系外行星等天文学最前沿的研究领域。 综合澎湃新闻等

““超长版超长版””三伏天来了三伏天来了！！

造价百亿美元的韦伯空间望远镜

据报道，韦伯空间望远镜造价100亿美元，是美国航
空航天局迄今建造的最大、功能最强的太空望远镜，其主
镜直径6.5米，由18片巨大六边形镜片构成；配有5层可展
开的遮阳板。韦伯空间望远镜2021年12月25日从法属圭
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一个月后进入围绕日地系
统第二拉格朗日点的运行轨道，距离地球约150万千米。

史蒂芬五重星系
史蒂芬五重星系是一个包含4个星系

的星系群，距离地球约3亿光年。韦伯空间
望远镜提供的图像拥有1.5亿像素并提供
了该致密星系群的丰富细节。照片中还包
含着银河系内恒星，更小星点是在上百亿
光年外的星系。

船底座大星云
船底座大星云位于南天

星空，是银河系中的一个恒星
形成区，新生的恒星和它们组
成的星团被包裹在大量的气体
和尘埃中间。照片中的很多星
点，就是正在诞生中的恒星。

南环状星云
这是关于恒星演化的照片。

南环状星云（NGC3132）是位于
船帆座的一个行星状星云，由中
心的恒星死亡后向外喷发的物
质形成，距离我们约2000光年。

图片中心呈蓝色的是使用
近红外相机拍摄的，而中心为红色的则是用中红外相机拍摄的。在中红外照片里，可以看
到中心位置有两颗恒星，中间较暗的亮点可能是恒星形成后留下的白矮星。

此前科学家认为南环状星云是一个双星系统，但一直只能拍到其中的一颗。这次借
助韦伯望远镜中红外波段的观测，直接证实了科学家的双星理论。

WASP-96b 是 距
离地球大约1150光年
的一颗气态巨行星，质
量大约为木星的一半，
公转周期只有3.4天，

于2014年被发现。韦伯望远镜通过携带的近红外成像仪和无狭缝光谱仪对
WASP-96b的大气层进行了有史以来最详细的近红外透射光谱，其中明确发现大气
层之中存在水的证据。韦伯观察到它的部分分子光谱，有的有散射现象，这意味着
可能行星上有霾的现象。

星系团
SMACS
0723

系外行星
WASP-96b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3D”第2022188期开
奖结果：677。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2022081期
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11
30 27 04 08 21 蓝色球号
码：01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
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22188期开奖结果：481，直选：
16972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
选6：29038注，每注奖金173元。
（42775448.19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22188期开奖结果：48103，一
等奖29注，每注奖金10万元。
（419930360.94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
22081期开奖结果：652562+0，
一等奖0注；二等奖15注,每注奖
金23898元；三等奖24注，每注奖
金3000元。（279337408.87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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