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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数据显示，全球新冠死亡病例
平均年龄超70岁！

比起年轻人，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
后为什么更易发生死亡？12月 8日，
《自然·细胞生物学》刊载了我国科学家
联合团队的研究成果，帮助我们解答这
个问题。

“通俗地说，新冠病毒的入侵让老
年人的肺变得更老了。”论文通讯作者
之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
光慧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研究结果显示
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组织表现出明显的
加速衰老。

病毒入侵，衰老指征“陡升”

临床上，新冠患者的主要死因是严
重肺损伤导致的呼吸衰竭。

新冠病毒到底在肺里破坏了什
么？为了搞清楚状况，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联合研
究团队对老年新冠患者尸检样本的肺
组织进行了“逐个细胞”乃至“逐个细胞
内分子”的细致分析。

结合病理学、蛋白质组和高通量单
细胞核转录组等技术，研究团队对包括
肺部上皮细胞、内皮细胞、基质细胞和

免疫细胞4种主要细胞大类，28种不同
细胞类型的病理特征进行了分析。

“我们发现老年新冠患者的肺组织
细胞呈现出更加严重的‘老态’。”刘光
慧说，一些细胞衰老标志物、衰老相关
炎性因子、DNA氧化损伤标记物等都
出现了显著的上调。

“老态”的肺细胞有哪些外在表现
呢？

“我们看到肺上皮细胞的凋亡、脱
落。”刘光慧举例说，还有细胞表面活性
物质的减少，这些活性物质原本支持肺
泡的正常舒张和收缩，减少后肺泡的一
些基本呼吸功能就退化了。

蔫、行动迟缓、凋亡、脱落……新冠
病毒入侵后，“肺老了”的表现异常突
出。

循环式打击，雪上加霜

“老年人的肺组织可能会遭受病毒
的循环式打击。”刘光慧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老年人肺部细胞上的新冠病毒受
体（ACE2）本来就比年轻人多，病毒侵
入细胞后衰老更明显，细胞衰老反过来
进一步诱导新冠病毒受体上调，细胞就
更容易被病毒攻击。衰老介导的“大开
城门”循环往复，引入更多病毒，加速肺

衰竭的发生。
此外，团队还根据生物信息学分

析发现新冠肺炎肺组织样本中积累了
大量的肺泡上皮过渡态细胞。在肺泡
中，Ⅰ型肺泡上皮细胞负责气体交换，
但它没有再生能力，损伤后需要由Ⅱ
型肺泡上皮细胞分化补充。这种过渡
态细胞大量存在提示Ⅱ型的“支援”被
阻断了。

研究发现，病毒进入肺组织还会加
速肺的纤维化（一种肺衰老的表现形
式）。结合人肺成纤维细胞的研究模
型，研究人员发现长寿基因FOXO3的
沉默可能促进了肺内成纤维细胞向肌
成纤维细胞的转化，介导了肺纤维化发
生。

大开“城门”、切断“支援”、细胞纤
维化加剧，病毒进入老年人肺部细胞的
3大策略致使老年人遭受的打击“雪上
加霜”。

衰老和感染的新关联

“我们发现衰老和新冠病毒感染存
在显著关联。”刘光慧表示，除了肺之
外，其他器官遭受病毒攻击后可能也会
加速“老化”，后续的研究正在开展。

这些科学研究创新性地将衰老机

制与新冠病毒感染关联起来，为人类认
识新冠病毒的致病机理带来了全新的
视角。

研究系统解析了新冠患者肺组织
中多种细胞类型的疾病变化规律，首次
鉴定了新冠肺炎患者肺的加速衰老表
型，为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老年人致死
率增加及预后的多种后遗症提供了可
能的解释。

“解析了肺加速衰老是关键病理，
可以进一步指导对新冠肺炎的干预。
一些成熟的衰老干预策略可能是减轻
新冠肺炎器官损伤的潜在防治手段。”
刘光慧表示，例如此前团队研究发现
有延缓细胞衰老功效的维生素C，可以
抑制新冠病毒受体蛋白的表达，从而
可能会提高老年群体对新冠病毒的抵
抗力。

据介绍，该研究由陆军军医大学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
院）卞修武院士团队、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刘光慧研究组和曲静研究组、中
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张维绮研
究组等多个团队合作完成，获得科技
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
和北京市等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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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为啥是老年人“杀手”？

天气越来越冷了，大家都会想该吃
点什么来进补御寒呢？很多人会想到
牛肉。牛肉一直也是人们秋冬进补的
重要食物，涮牛肉、肥牛、炖牛腩、牛排、
牛肉汤都是大家的最爱。

最近有一则报道说,广州53岁的
张阿姨想着秋冬进补一下，一晚吃下了
3斤牛肉等食物，而后因腹痛送急诊查
出是急性胰腺炎，她的血脂严重超标，
经ICU抢救才化险为夷。一晚上吃3
斤牛肉，确实太多了，会增加胰腺炎的
风险。咱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冬季进
补到底如何安排饮食更健康呢？

牛肉里的血红素铁缓解“怕
冷”，但其他肉类也有类似效果

很多人觉得冬天吃牛肉能进补、帮
助御寒的一个原因是觉得吃完牛肉后
很暖和，认为牛肉能暖身，帮助御寒，尤
其是怕冷的人，总是手脚冰凉，吃点牛
肉就会觉得身子特别暖。

为什么会觉得吃牛肉能暖身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1.肉类能量高。作为一种肉类，牛
肉富含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还有大量的
脂肪，因为牛肉好吃，我们经常都会吃
很多，就会摄入大量的能量，这些能量
就会让我们觉得暖，帮我们抵御严寒。

2.食物热效应高。牛肉中含比较
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
较大，也就是说蛋白质相比其他两大类
营养物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消化吸

收时产生的热量更多，吃完让人们感觉
身体更暖。

3.含铁丰富。人体的产热系统就
像一个大锅炉，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就是
燃料，血液中的血红蛋白负责运输“助
燃”的氧气，只有燃料、氧气充足时，身
体才能不断地得到热量供应。

如果人缺铁、贫血，体内血红蛋白
携带的氧气不足，就会更容易觉得冷，
很多人老是手脚冰凉，经常也是因为缺
铁贫血导致的。而牛肉能提供大量血
红素铁，有利于提高血红蛋白含量，缓
解贫血和低血压人群的怕冷症状。

了解这些可能的原因后，我们不难
发现，其实吃猪肉、羊肉、鸡肉、鸭肉、鱼
肉也可以获得和牛肉类似的效果，也都
不会比牛肉差。

冬季手脚冰凉，喝姜水或红
枣其实没用

冬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体
寒、手脚冰凉，所以想着要多多进补。
坊间流传的很多偏方都提示要多喝姜
水、吃红枣等。这么做真的有效吗？

其实，姜水或者红枣都不能有效地
改善体寒问题。冬天之所以容易体寒
手脚冰凉，主要还是因为冷。如果觉得
冷，增加衣物、注意保暖才是王道。

喝热的生姜水会让你暖和，主要是
因为热水的温度，跟生姜也没有很大关
系；至于红枣，它的维生素C含量丰富，
能促进铁的吸收，但是并不会让你觉得

更暖和。
如果想从饮食改善，可以多吃一些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因为蛋白质的食物
热效应高，会使得人体散热增加，让人
舒服一些。

另外，建议大家冬天也要保证每天
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促进血液循
环，也会让你觉得暖和。同时，运动会
增加人体代谢率，增强抵抗寒冷的能
力。

如何吃牛肉才能暖身又健康？

到底如何健康吃牛肉呢？注意三
点：

1.适量，不要吃太多。我国膳食指
南推荐每天食用畜禽肉类40～75 克，
也就是不到二两，一盘涮肥牛可能就有
半斤到八两，涮一盘就超标了。

2.搭配蔬菜水果。牛肉虽然好吃，
但是也不能光吃肉。健康的关键还是
食物多样化，什么都吃，什么都不多
吃。牛肉吃太多也不好，还是要注意搭
配一些蔬菜和水果。

3.少喝汤，尽量吃肉。汤里的营养
其实很少，大部分还是在肉里。乳白色
的牛肉汤中脂肪很多，味道好喝，但并
不健康。

别为了冬季进补而吃太多肉

其实，冬天虽然冷一些，但冬季饮
食跟其他季节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还是
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注重营养均

衡，不能光吃肉、吃太多肉。
为了做到健康的冬天进补，可以从

几个方面做起：
1.参考膳食宝塔安排日常饮食，保

证食物多样化。
冬天冷，很多人就只想到要吃肉，就

不愿意吃蔬菜和水果。实际上，在抵抗
严寒的时候，人体对维生素C、矿物质等
微量元素的需求会更大，所以，不能光想
着吃肉，还是要吃多样化的食物，特别要
注意保证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

2.注意多喝水，可以喝温水。
冬季干燥，人体对水的需求更大。

如果觉得冷，可以多喝温水。不过，也
不要太烫。因为超过65℃的热水会增
加癌症风险。

3.注意摄入钾。
增加富钾食物（新鲜蔬菜、水果和

豆类）的摄入，并减少含糖饮料、红肉，
以及含饱和脂肪多的食物的摄入。

4.摄入优质蛋白质。
增加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摄入，比

如瘦肉、鸡胸肉，但是要避免脂肪含量
高的食物，比如肥肉。

5.适当增加有氧运动，增加抵抗寒
冷的能力。

御寒最根本的还是强健的体魄。
不能因为冷就窝家里不出门，越是不爱
活动，越容易长胖，活动少了，人体代谢
活动就会变慢，反而变得更怕冷。所
以，冬天也要坚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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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进补时节到了，5个要点要记牢

随着冬季来临，体感温差增大，心
梗的发生率也有所增加。对于50岁以
上、患高血压及有抽烟史的男性朋友，
要尤其注意心梗发作。专家提示，一旦
出现胸痛、胸闷症状时，应牢记两个

“120”：及时拨打120急救，千万不要
错过120分钟最佳抢救时间。

如何识别心梗？北京医院心内科
副主任刘德平表示，心梗典型的临床表
现是胸骨后或心前区呈压迫感、烧灼
感、窒息感的疼痛，也可能在后背、左
臂，甚至颈部、下颌，或者剑突下有发紧
的感觉，疼痛剧烈而持久，还可伴有面
色苍白、恐惧、大汗淋漓、濒死感等。如
果出现这些症状，应警惕心梗的发生，
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

“当胸痛持续超过20分钟，就提示
可能是心肌梗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曙光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崔松表示。

对于以前从未发生的剧烈胸痛，也
需要马上拨打120急救吗？是的。崔
松提示，恰恰是从来没有痛过的“初发
剧烈胸痛”是最危险的。对于初发的血

管堵塞，心脏没有备用的救急方案，血
管还没有形成“侧支循环”，非常容易突
然“宕机”。而以前经常发作心绞痛的
人，心脏有逐渐适应的过程，称为“缺血
预适应”，可能在心肌梗死发生的时候，
后果不那么严重。

无论胸痛是否是初次发生，突发心
梗都应该充分把握黄金救治的120分
钟。“心肌发生梗死后的120分钟内尤
其是前60分钟之内是再灌注治疗的黄
金时间。”刘德平说，如果在此时实现心
肌再灌注，可以最大限度地挽救心肌和
生命，如果心肌梗死发生超过了120分
钟，心肌坏死面积变大，导致心衰、休克
甚至死亡，即使患者被抢救过来，再复
发时患心衰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所
以心肌梗死的黄金救治时间只有120
分钟。

“所以不论何时何地，出现胸痛，应
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第一时间赶往
最近的医院尽早就医，以得到及时的救
治。”崔松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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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室内外温差大 突发心梗牢记两个“120”

皮肤瘙痒是皮肤病最常见的症状，
可以说大部分皮肤病患者均有瘙痒症
状。若患者皮肤瘙痒，但没有皮疹，称
之为皮肤瘙痒症。冬季是皮肤瘙痒的
高发季节，该如何认识和应对呢？本
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
科医生胡博和大家聊聊冬季皮肤瘙痒
的话题。

冬季皮肤瘙痒的原因

入冬之后，天气变得越来越冷，空
气也跟着干燥起来。此时不少人都会
出现皮肤瘙痒的情况，特别是到了晚上
临睡前，刚脱下衣服时，从胳膊到腿上
都痒得特别厉害。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冬季皮肤干燥，是其瘙痒的
主要原因。科学表明，人体皮脂腺分泌
的脂肪熔点为30摄氏度左右，到了严
寒季节，皮肤脂肪几乎凝固成了固体状
态，所以排出就特别困难，使得人的皮
肤越来越干燥。尤其是老年人，新陈代
谢功能逐渐减退，皮脂腺分泌失调，而
干燥的皮肤对于外界的刺激不能有效
地抵御，所以皮肤干燥，更易引起皮肤
瘙痒。

第二，冬天洗澡过热，会引起瘙
痒。冬天洗热水澡，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情。但是热水很容易带走皮肤上的皮
脂，皮肤失去皮脂膜的保护，就容易出
现干燥、瘙痒等症状。

第三，冬天空气湿度低，是其瘙痒
的另外一个因素。冬季开空调，是一件
很平常的事情，但是空调运作起来，会

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很容易导致空气干
燥，这样加剧皮肤瘙痒的程度，引起了
瘙痒。

第四，极端饮食以及偏食引起皮肤
干燥瘙痒。食物营养的丢失容易导致
皮肤得不到充分的营养，而失去水分和
弹力，肌肤会变得干燥而脆弱，从而容
易引起皮肤瘙痒症，所以一定要适当减
肥，讲究营养均衡。

科学防治冬季皮肤瘙痒

1.自身不足，外界来补。适当补充
润肤剂，冬季推荐“油包水”型：它的特
点是油的比例比水大，油脂成分比较
多。一般质地比较厚重油腻，多呈不透
明的白色或黄色膏状物，产品多数带有

“膏”、“霜”字样。
2.合理补充水分，控制温度。外出

时注意保暖，有条件的适当增加空气湿
度，为皮肤提供良好环境基础。

3.冬季适当减少沐浴次数，控制水
温，生活中避免不必要的物理和化学刺
激。

4.科学的中医养生。早睡，多饮
水，适当温补，少量出汗是冬季预防皮
肤瘙痒的要诀。北方寒冷，出自《金匮
要略》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冬季温阳补
虚的可选良方。睡前再泡泡脚，不妨试
试《注解伤寒论》中的麻黄附子细辛汤，
温阳散寒之余，亦可解表散寒。阳气的
充裕有助于卫气的巩固，使我们的机体
远离疾病的困扰。

人民健康网

为啥一到冬季，身上总是“痒痒痒”！
医生教你这样来应对

莲藕是常用食材之一。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称藕“医家取为服食，百
病可却”，可见莲藕的食疗功效之大。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同德
围分院妇科禹安琪副主任介绍，莲藕既
可生用也可熟食，生用可清热、凉血、散
瘀，熟用有健脾开胃、益血生肌的功
效。她给大家推荐了两款食疗方：

1.冰糖炖莲藕
原料：莲藕150克，冰糖10克
做法：莲藕带节，洗净后切薄片，与

冰糖一同放入炖盅，隔水慢炖1个钟即
可服用。

功效：补益脾胃，益血止血。适用
于口鼻出血、产后止血等。

2.莲藕排骨汤
原料：莲藕2节，猪脊骨500克
做法：猪脊骨洗净切段，飞水待用；

莲藕洗净，滚刀切块，姜3片，一同置于
汤锅，放清水没过原料，武火煮开后改
文火煲一个钟，待肉熟藕粉，加盐调味
即可服用。

功效：补中益气、健骨生肌。主补
五脏、消食止泻。

温馨提示：脾胃虚胃寒者、易泄泻
者不宜食用生藕。 广州日报

冬吃莲藕好处多 推荐两款食疗方

我国膳食指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建议我们餐餐有蔬菜，保证
每天摄入300-500g蔬菜，深色蔬菜应
占1/2。基于其营养价值和健康意义，
建议增加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的摄
入。你吃对了吗？为什么建议蔬菜要
吃深色的呢？

颜色是“植物化学物”丰富与
否的指标

在我们摄取的食物中，过去较多被
称为非营养素生物活性成分，这类物质
虽然不是机体生长发育的必需营养物
质，但对维护人体健康、调节生理功能
和预防疾病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称之为“植物化学物”。植物化学
物包括：类胡萝卜素、叶绿素、花青素等。

换言之，为什么要重视黄橙色、绿
色、紫红色等深色蔬菜呢？因为颜色是
蔬菜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丰富的表现之
一。植物化学物又有哪些生物活性呢？

“植物化学物”有哪些作用？

1.明显降低癌症发生危险
蔬菜中富含的植物化学物多有预

防人类癌症发生的潜在作用。
日常蔬菜摄入量高的人群较摄入

量低的人群癌症发生率要低50%左右。

新鲜蔬菜沙拉可明显降低癌症发
生的危险性，对胃肠道、肺、口腔和喉的
上皮肿瘤证据最为充分。

2.抗氧化
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与过

量反应性氧分子及自由基的存在有关。
现已发现多种植物化学物，如类胡

萝卜素、叶绿素、花青素等也有明显的
抗氧化作用。

3.免疫调节作用
免疫系统主要具有抵御病原体的

作用，同时也涉及癌症及心血管疾病病
理过程中保护作用。

迄今为止，已进行了很多有关类胡
萝卜素对免疫系统刺激作用的动物试
验研究，其结果均表明类胡萝卜素对免
疫功能有调节作用。

植物化学物所具有的其他促进健
康的作用还包括调节血压、血糖、血小
板和血凝以及抑制炎症等作用。

“植物化学物”存在于哪些蔬
菜中呢？

比如类胡萝卜素在植物中主要来
自黄橙及深绿色蔬菜(如胡萝卜、番茄、
叶菜等)；比如多酚类(包括黄酮类)化合
物主要存在于各种有色蔬菜植物中等。

北京青年报

为什么深色蔬菜要占全天蔬菜摄入量的一半？

“小朋友多吃鱼会变聪明”“孕妇也
要吃鱼，对孩子好”——大家都知道吃
鱼好。作为营养学家推崇的“白肉”代
表，鱼类水产类食物到底有什么好处？
又该怎么吃呢？

服用omega-3补充剂不如
直接吃鱼

鱼类是健康饮食模式的一部分，应
当从小培养经常吃鱼的习惯。无论在
孕期、哺乳期还是婴幼儿期，吃鱼都能
为胎儿和婴儿提供大脑发育所需的重
要营养素，比如omega-3脂肪酸（包括
DHA和EPA）、omega-6脂肪酸、铁和
锌（对儿童的免疫系统有支持作用）、碘
（在孕期很重要）、胆碱（能促进婴儿脊
髓的发育）等。此外，鱼类还富含其他
的营养素，如优质蛋白质、维生素B12、
维生素D、硒等。

有人询问，能用omega-3补充剂
来代替吃鱼吗？Omega-3脂肪酸是儿
童早期大脑快速发育所需的关键营养
物质之一。但是omega-3补充剂只有
这种成分，不能提供鱼类里富含的蛋白
质、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而这些对成
人健康和孩子发育也很重要，因此
omega-3补充剂不能够代替鱼。

另外，关于omega-3补充剂对健
康的益处仍有一定争议。目前的研究
结果并不支持“服用鱼油胶囊能提高儿
童智商”的说法，甚至还有研究提示，服
用鱼油补充剂并不能有效降低心脑血
管疾病死亡风险。所以，建议人们还是
直接吃鱼，而不要图省事服用omega-3
补充剂。

大型的食肉鱼更容易积累甲
基汞

鱼类和其他水产品虽然有利健康，
但也容易受环境污染影响。有研究发
现，吃鱼有利婴幼儿的智力发育，但如
果汞摄入量多，则会降低智力水平，因

此一定要选择汞含量低的鱼。特别是
对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儿童来说，减少
膳食中的汞摄入量非常重要。

汞是一种常见的环境污染物质，存
在于河流、湖泊和海洋中，并容易被转
化为甲基汞，逐渐富集浓缩后，成为鱼
类和水产品中的重要污染物。汞进入
人体后，排除速度非常慢，长期接触过
多的甲基汞，会发生蓄积性毒害，对大
脑和神经系统造成损害。

几乎所有的鱼类都或多或少含有
微量的甲基汞，不过含量差异很大。大
型的食肉鱼更容易积累甲基汞。对于
同一种鱼来说，活的时间越长，鱼中积
累的汞就越多。同样的鱼，在污染严重
的水域中生活，污染程度就比较大。

鱼体里的甲基汞无法通过清洗来
去除，也不能通过加热烹调来分解。减
少汞摄入的主要方法，就是选择安全品
种的鱼。

按我国测定的数据，国人日常吃得
最多的水产品，如带鱼、小黄鱼、鲽鱼、
河鲈鱼、罗非鱼、鲟鱼、鳕鱼、三文鱼、沙
丁鱼、对虾、扇贝、鱿鱼、虾蟹等，都是比
较安全的。海鲈鱼、鲭鱼、石斑鱼、鲷鱼
和大比目鱼也是良好的选择，每周可以
吃1—2次。

不推荐孕妇和儿童吃寿司和
生鱼片

该吃多少鱼呢？建议每周挑选2—3
份鱼来吃。那1份是多少？可以用手
掌来帮忙。体型越大的人越要多吃，所
以不用担心每个人的手掌大小不一样，
你的手掌多大，多大一块鱼肉就是你的

“一份”。
对于儿童，通常来说，一份大概是：

1—3岁，1盎司，约30克；4—7岁，2盎
司，约60克；8—10岁，3盎司，约90克；
11岁及以上，4盎司，约120克。

对于孕妇和哺乳期妇女，1份就是
4盎司，约120克。

需要强调的是，不推荐孕妇和儿童
吃生的鱼类和水产，寿司和生鱼片也不
能吃。孕妇和儿童只能吃经过烹饪的
内部达到安全温度的鱼、肉、家禽或鸡
蛋等食物，以防止可能存在的微生物。
孕妇和儿童的免疫系统通常较弱，患食
源性疾病的风险更大，所以要格外谨
慎。

孩子多大可以吃鱼呢？宝宝6个
月后，母乳或婴儿配方奶粉已经不能满
足其营养和发育需求，需要及时添加辅
食。辅食必须有足够的营养价值，也要
多样化，纳入味道、质地和不同类型的
食物，包括鱼类。不过，添加鱼类食物

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把刺去干净，以免
出现鱼刺扎到宝宝、呛咳窒息等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鱼类水产类是比较
容易引起食物过敏的食物。在第一次
给孩子喂食鱼类之后，要仔细观察几
天，是否有过敏现象。如果您的家庭中
有食物过敏史，或者您的孩子有任何食
物过敏的迹象，请及时咨询医生。

有的家长担心食物会引起过敏，所
以总是不敢在孩子的菜单中加入花生、
鱼、虾等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但近年
来的研究表明，孩子接触这些食物太
晚，对预防食物过敏并无益处，早些接
触反而是有利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

吃鱼的这些讲究，您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