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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脑海中橡皮擦”的阿尔茨
海默病，是一种发病机理不清且无法治
愈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美国《科学》杂
志近期发布调查报道指出，阿尔茨海默
病领域一篇16年前的重要奠基性研究
论文涉嫌造假，威胁到主流理论“β淀
粉样蛋白沉积（Aβ）”，可能对研究方向
及新药研发产生影响。

疑似造假

多年来，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研发主
要基于最被认可的“假说”——β淀粉
样蛋白沉积。脑部β淀粉样蛋白异常
沉积，可能引发Tau蛋白过度磷酸化、
神经递质紊乱以及氧化应激等系列反
应，导致神经元受损，继而痴呆。而阻
止β淀粉样蛋白沉积被认为是最可靠
的治疗策略。但几十年来，数以百计以
β淀粉样蛋白为靶向疗法的临床试验
以失败告终，越来越多科研人员开始怀
疑该假说。

直到2006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研究生西尔万·莱内在英国《自然》杂
志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在小鼠
模型中直接证明β淀粉样蛋白的亚型
Aβ*56具有神经毒性，会导致小鼠痴
呆，这相当于重新给 β淀粉样蛋白假
说注入“强心针”，当时《自然》评论称
Aβ*56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头号嫌疑
人”。

这正是此次被怀疑造假的论文，发
现疑点的是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神经
学家马修·施拉格。2021年，施拉格意
外发现莱内的多篇论文图像有问题，多
数论文都与Aβ*56有关，包括在《自
然》发表的论文。

施拉格将发现发给《科学》，随后
《科学》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调查，证据
强烈支持施拉格的怀疑。独立图像分
析师和一些顶级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人
员应《科学》要求审查了这些图像，一致
认为莱内论文中有几十张图片可能存
在问题。

不过，目前对于论文是否确认造
假，尚未盖棺论定。《科学》说，需相关研
究人员提供完整、未经发表的图像和原
始数据来辨别。明尼苏达大学也在审
查莱内研究的争议点，或许将耗时数
年。

争议难消

《科学》称，施拉格的发现可能威胁

阿尔茨海默病领域的主要理论，统计显
示，该论文引用数已超过2300次。据
报道，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本财年已在
β淀粉样蛋白相关项目上花费了约16
亿美元，约占其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总资
金的一半。

不过，记者采访的一些神经科学
专家说，这篇被质疑的论文尚不能撼
动 β 淀粉样蛋白假说目前的主流地
位。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
师李延峰告诉记者，即便论文确认造
假，对相关研究影响也有限。目前，
学术界对于阿尔茨海默病致病机理
的主流结论还是 β淀粉样蛋白假说，
β淀粉样蛋白沉积依然是阿尔茨海默
病的重要病理标志，是触发神经变性
的病因。

事实上，关于 β淀粉样蛋白假说
的争议一直存在。广东省智能科学与
技术研究院丘志海博士告诉记者，一
般认为先有细胞外淀粉样斑块形成，
后有神经细胞死亡，但最近也有文章
提出“先有神经细胞死亡，后有细胞外
淀粉样斑块出现”，后续相关研究值得
期待。

阿尔茨海默病药物一直是药企
研发“黑洞”，几十年投入巨大但收效
甚微。研发主要围绕 β 淀粉样蛋白
和Tau蛋白沉积展开。然而，近年来
靶向这两个靶点的药物临床试验鲜
有成功，导致“垄断”该领域近 30年
的 β 淀粉样蛋白假说面临越来越多
质疑。

美国药物研究机构和制药厂商协
会的报告显示，1998年至2017年，共
146项阿尔茨海默病药物临床试验失
败。

不过专家认为，在争议中前行的阿
尔茨海默病新药研发，新靶点和新希望
正不断出现，已经进入“大航海时代”。

阿尔茨海默病药物发现基金会
发布的报告显示，现有阿尔茨海默病
研发管线不仅专注于 β 淀粉样蛋白
和Tau蛋白，而且针对多样的创新靶
点。目前临床开发阶段有 118 款在
研疗法旨在改变阿尔茨海默病进程，
多达 77%的疗法涉及与衰老和神经
退行性疾病病理发生相关的多个领
域，包括神经保护、炎症、线粒体和代
谢功能、突触功能和神经递质、遗传
和表观遗传学等。

新华社

阿尔茨海默病主流假说再遭质疑

秋风舒爽，相比炎热的夏天和寒冷
的冬天，秋天是一个舒适宜人的季节。
但“燥”作为秋天的主气，随时可能侵犯
人体。

燥邪常见于秋季或气候干燥的环
境中。初秋，暑气未散，温热犹在，燥邪
与温热之气相合，表现为温燥；时至深

秋，冬季临近，寒气渐起，燥邪与寒邪相
结合，又会表现为凉燥。

温燥因与温热之邪相合，极易伤人
津液。一旦侵犯人体，临床表现为口鼻
干燥，干咳少痰，气逆而喘，咽干喜饮，皮
毛不荣等阴津耗损不足之象，甚至可以
伤及血络，出现咳血、肢体痿废等危重

症。
中医针对燥邪犯肺，一方面要

“润”，即补充津液，滋阴润肺，常用的中
药如沙参、麦冬、天冬、梨皮、银耳等；另
一方面还要“宣”，即宣通气机，宣散邪
气，常用中药包括紫苏叶、桑叶、桔梗、
枳壳、前胡等，另外还多配合陈皮、苦杏

仁等降气化痰之品。从预防角度来说，
在秋季来临之时，可以适当食用银耳、
蜂蜜、莲藕、秋梨等滋阴润肺之品，以养
阴生津，防燥邪犯肺。另外，还要顾护
脾胃，食用怀山药等肺脾同补的食物，
以培土生金。

人民日报

入秋需防温燥

为避免隐私泄露，不少市民给手机
贴上了“防窥膜”。商家介绍称，防窥膜
从侧面25度开始防窥，能有效保护个
人隐私。然而最近，有网友表示，自从
手机贴了防窥膜，眼睛很容易出现疲劳
症状。还有网友称，使用防窥膜后，自
己的近视加深了。那么防窥膜是否真
的伤眼呢？

现象：防窥膜引热议，用起
来“很累眼睛”

最近，关于防窥膜伤眼的话题登
上了微博热搜。“用了大概两三个月，
我觉得看什么都有点黑影，眼角膜也
经常充血。”近日，有网友爆料称，自己
不戴眼镜、视力一直很好，但自从手机
贴了防偷窥膜，眼睛就很容易出现疲
劳症状。

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北
青报记者注意到，网络上关于防窥膜
有不少类似的讨论。“自从用了防窥
屏，一学期近视镜涨了100度。”网友
小莓表示，用了快半年防窥膜，总是
感觉屏幕不咋亮，眼睛也很酸，“换了
正常的膜后感觉手机屏幕超级清
晰”。

有人称，贴膜后手机的亮度变低
了，需要将手机亮度调得很高才能看清
屏幕上的内容，而这也间接增加了耗电
量。

从防窥效果上来看，其只能防侧
面。而且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触屏不
够灵敏的情况，“买东西支付时，扫描器
也不容易识别”。

淼淼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她是在
同学的推荐下花28.8元买了两个防窥
膜，两个多月后自己就放弃了使用。她
表示，虽然防窥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
隐私，但平时使用时需要多次调整角度
才能看清屏幕，很累眼睛，时间长了还
会头晕。

市场：商家称伤眼是误读，商
品从侧面25度开始防窥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购物平台上防
窥膜产品不在少数，以“防窥膜”为关键
词搜索，共显示出25万个搜索结果，价
格从9.9元至250元不等。

商家宣称“护眼防窥、超清不伤眼、
不晃眼”“指纹秒解”，从销量上看，最高
月销达10万单。

对于防窥的原理，商家介绍，手机
膜上有一层特殊的喷层，通过类似生活
中的百叶窗，以叶片的形式内置于钢化
层中，像百叶窗开窗和关窗一样，开窗
时光线进入室内，可以看到外面的场
景，关窗时阻隔外界光线，无法看到外
界场景。

商家解释道，防窥膜也是一样的，正

面观看为开窗状态，可以看到屏幕内容，
侧面观看时为关窗状态，通过叶片对光
线角度的控制，光线只会沿着原方向返
回，不会从其他角度反射出去。在实现
正面观看的同时，阻隔侧面一定角度的
偷窥视线，从而达到保护隐私的目的。

也有客服介绍，防窥膜是从侧面25
度开始防窥，能有效保护个人隐私。

有商家也承认，与普通膜相比，贴
防窥膜后手机确实会出现偏暗的情况，
可以通过调高手机亮度调节。

商家同时表示，防窥膜伤眼的说法
存在一定误读，“防窥膜并不会伤眼
睛”。

说法：防窥膜是否会伤眼，目
前缺乏相关依据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由于眼睛、手

机和个人隐私的问题与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防窥膜是否伤眼便成了大家都比
较感兴趣的话题。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
科黄仲委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
目前还没有防窥膜是否会伤眼的相关
研究，因此缺乏循证医学的证据。不过
从眼健康的角度看，屏幕过亮或过暗都
不利于眼健康。

河南省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王树林则向北青报记者表示，如商家所
说，贴在手机屏幕上的防窥膜利用类似
百叶窗的光栅技术，可起到一定的防偷
窥和保护个人隐私的作用。

王树林同时强调，由于防窥膜阻挡
了一部分手机屏幕的光线，看时间久了
确实更容易引起视疲劳。

北京青年报

手机防窥膜保护隐私却伤了眼睛？是真的吗？

肝脏是内脏之重器，代谢之枢纽，
是人体的“化工厂”，承担着合成与代谢
的重要功能，对于免疫防御、凝血等也
十分重要。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肝
病医学部肝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游
绍莉介绍，肝脏在人体解剖学中属于
消化系统，所以当肝脏出现疾病时，
主要是以消化系统的症状为主要表
现。当肝炎明显时，表现为消化不
良、食欲不振、恶心、厌油、乏力，甚至
出现皮肤、巩膜的黄染及尿黄。另
外，一些慢性晚期肝病，如失代偿期
肝硬化患者会出现腹水、消化道出
血、肝性脑病等。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由于肝脏
内部没有神经分布，轻度或早期的肝脏
疾病往往没有任何症状发生，患者不会
感觉到肝区的疼痛。”游绍莉提示，慢性
肝病患者一定要定期复查，不能等有症
状后再就医，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肝
病的防治策略。

那么，如何预防肝脏疾病呢？游绍
莉表示，肝脏疾病高达百余种，其中常
见的是乙型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
脂肪肝和药物性肝炎。

对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预防，
最有效的办法是进行乙型肝炎疫苗

注射。接种疫苗后，有抗体应答者
的保护效果一般可持续达 30 年之
久。

酒精性肝病是由于长期大量饮
酒导致的肝脏疾病，防治的重要措
施是禁酒。酒精性肝病初期通常表
现为脂肪肝，进而可发展成酒精性
肝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严重酗
酒可诱发广泛肝细胞坏死，甚至引
起肝功能衰竭。

脂肪肝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
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的病变，最常见
的病因是肥胖，最有效的预防手段是

“迈开腿，管住嘴”。一般而言，脂肪肝
属可逆性疾病，早期诊断并及时治疗可
恢复正常。

药物性肝炎指人体服用的药物、
膳食、中草药等引起的肝损伤。预
防的关键在于不要滥用药物，包括
减肥、美容、养生药物等，要在医师
指导下用药，发现不适及时就诊，停
止可疑肝损伤药物；不要过量用药，
有些患者服用药物效果不明显，就
自行加大药物剂量，这样容易导致
肝损伤；服用中药也需加强药物不
良反应的监测，在专业医生指导下
用药。

人民网

这些身体“信号”是肝脏发出的求救

日前，题为《“银发低头族”被手机
“绑架”》《老人缘何把手机当“亲人”？》
两篇报道，在老年人群中引发共鸣。天
津市中研附院老年病科江玲玲医师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少老年人因为
沉迷于手机，身心健康都会受到影响。
老年人频频看手机，对眼睛、颈腰椎的
伤害更大，甚至有的老年人熬夜玩手
机，因此住进了医院。

易引发颈椎病脑卒中

“老年人由于骨质疏松，长期埋头
弯腰会对颈椎、腰椎等产生不好的影
响。而老年人长时间玩手机，会加速颈
椎的退变。”江玲玲告诉记者，在她接诊
时发现，很多老年人颈椎病、脑卒中的
诱因是长时间玩手机所致，应该引起老
人和子女的重视。江玲玲介绍，头部处
于低头位看手机时，颈部后侧肌肉为了
维持低头位的姿势处于紧张状态，头越
低肌肉受到牵拉力量越大。如果低头
时间不断增长，反复造成颈部肌肉损
伤，颈椎曲度会随之改变，后续更会产
生一系列病理反应。颈椎病人会相应
出现颈部疼痛、僵硬、活动受限、颈肩部

及上肢疼痛症状，严重的会出现四肢麻
木、无力，甚至不同程度的瘫痪。长时
间熬夜看手机的老年人，还会因为缺乏
睡眠加重高血压、血液黏稠，进而引发
心脑血管疾病。老年人玩手机最好每
隔1小时放松一下身体，尽量走出去活
动活动身体，不要沉浸在手机的虚拟世
界里。

视力下降引发黄斑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些年，老年
人眼睛出现疾病的现象也在不断增
多，这也和长时间盯着手机有直接的
关系。“老年人舍不得用电，到晚上经
常关上灯看手机，这对眼睛的伤害非
常大。”江玲玲说，在漆黑的房间里长
时间盯着手机，手机发出的光线会让
眼部肌肉疲劳，影响聚焦能力，导致
视力模糊。最初可能只是暂时的视觉
疲劳，但长此以往会变成永久性的，
最终导致近视，甚至有可能导致散
光。而且长时间近距离盯着手机屏
幕，睫状肌得不到休息，就会加重眼
睛负担。

另外，老年人是黄斑病高发人群，

病情严重的会致盲，手机屏幕散发的
蓝光是短波光，穿透力强，不容易被
吸收，眼睛长期接受大量蓝光照射，
会引起黄斑损伤。黄斑受损，会造成
严重的视力损失，甚至失明。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一些老年人玩手机的时
间比年轻人还要长，甚至有多位老人
因此住进了医院。市民赵先生的父亲
因为经常看手机导致视疲劳，揉眼睛
时把视网膜揉掉了。“让人生气的是，
我父亲还不吸取教训，做完眼睛手术
以后继续玩手机，被家里人看到了，
他就把手机放下，等没人的时候继续
玩，真是管不了啊！”赵先生无奈地
说。

江玲玲建议，老年人尽量减少玩手
机的时间，更不要在黑暗的环境中玩手
机。若出现眼部不适，一定要及早就
医。

老人社交障碍不容忽视

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21年末，在我
国 10.32 亿网民中，50 岁以上的占
26.8%，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网民规模

已达1.19亿之多，占整体的11.5%。老
年网民最常用的是即时通信(如微信)和
网络视频等应用。记者在采访中注意
到，许多老年人痴迷于手机主要有两方
面的原因，一是可以拉近与孩子、朋友
间的距离，另一个是可以通过手机了解
到很多新鲜事物，感觉自己不会被社会

“淘汰”。
“老年人退休后，生活重心从工作

岗位转移到家庭生活中，空闲时间多
了，生活空间变化会引发孤独感，他们
的心里依然渴望参与人际交往、社交活
动。”江玲玲说，互联网可以帮助老年人
弥补因行动不便带来的社交困难，维
持、拓展社交网络，用好网络还可以缓
解孤独、抑郁等消极情绪反应。但是，
当老年人沉迷其中时就会发生一系列
不良影响。老年人年龄越大，社交圈子
就会越来越小，长时间沉迷于手机会导
致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减少，造
成社交障碍、手机成瘾等心理疾病。当
发现老人与家人说话聊天的时间、“走
出去”的时间越来越少，和陌生人沟通
越来越困难时，子女应当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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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银发低头族：老人沉迷手机 易埋健康隐患

在日前举行的2022年美国心脏协
会（AHA）高血压会议上，公布了一项
新研究，当在年轻小鼠中诱导高血压
时，它们的骨质流失和骨质疏松症相
关的骨损伤与老年小鼠相当。这一发
现或有助于研究人员识别在人类骨骼
健康中发挥作用的免疫细胞和机制，
带来预防成年早期骨质疏松症的新方
法。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将患有诱发
性高血压的年轻小鼠与没有高血压的
老年小鼠进行比较，以评估高血压与
骨骼老化的潜在关系。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美国纳什
维尔范德比尔特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博士研究生伊丽莎白·玛丽亚·亨宁
说，年轻小鼠的人类年龄相当于
20-30岁，而年长小鼠的人类年龄约
为 47-56 岁。一组 12 只幼鼠（4 个
月）被注射了血管紧张素Ⅱ，这是一
种会导致高血压的激素。年轻的小
鼠接受了490毫微克/千克的血管紧
张素Ⅱ，持续6周。一组11只年龄较

大的小鼠（16个月）也服用了490毫
微克/千克的血管紧张素Ⅱ，持续 6
周。13只年轻小鼠和 9只老年小鼠
组成的两个对照组接受了不包括血
管紧张素Ⅱ的缓冲溶液，这些小鼠没
有出现高血压。

6周后，研究人员分析了所有4组
小鼠的骨骼。骨骼的健康取决于骨的
强度和密度。数学算法用于评估高血
压和衰老对小鼠骨骼微结构和强度的
潜在影响。

与没有高血压的年轻小鼠相比，
患有诱发性高血压的年轻小鼠的骨
体积分数显著减少了24%，位于长骨
末端的海绵骨（如股骨和脊柱）的厚
度减少了18%，估计骨骼承受不同类
型力的能力降低了 34%。这会使骨
骼变得更弱，在晚年会导致脊椎骨
折。

相比之下，接受血管紧张素Ⅱ输
注的老年小鼠没有表现出类似的骨质
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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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可能加速骨骼老化

直径小于 5毫米，甚至达到纳米
级，肉眼几乎很难发现的微塑料，却被
人们不知不觉中吃、喝或吸进体内。研
究发现，这可能成为人类健康的又一

“隐形杀手”。目前，中国多地已出台相
关规定加强塑料治理。

微塑料可能伤肝肺

日前，一则关于微塑料会伤肝肺的
研究登上微博热搜。相关研究发表在
环境科学领域期刊《环境与研究》(En-
vironmental Science &Technolo-
gy)上。实验室结果表明，纳米级的微
塑料可能进入肝细胞和肺细胞并破坏
其正常过程，从而对器官造成不良影
响。

过去，人们对于微塑料的认识主要
体现在环境影响方面。2004年，英国
普利茅斯大学的Richard Thompson
等人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海洋水体和沉积物
中塑料碎片的论文，提出微塑料概念。

2016年，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
上，微塑料污染被列入环境与生态科学

研究领域的第二大科学问题。2017
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
上，通过“二十国集团海洋垃圾行动计
划”，使得微塑料污染在全球议程中得
到重视。

近两年，科学家逐渐发现微塑料
会伤害人体健康。2021年，南京大学
环境学院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利用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团队也在《环境与
研 究 》 (Environmental Science
&Tech
nology)发表相关研究，发现体内微塑
料含量的升高可能会加剧肠道炎症。

无处不在的微塑料

长期以来，塑料被认为是一种惰性
物质。人们认为，微塑料在进入人体
后，会经过胃肠道、胆道被排泄出体
外。然而，有动物研究表明，小于
10μm的微塑料可以穿过细胞膜进入
循环系统，并到达其他组织。

2022年，环境科学领域期刊《环境
国际》(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上
一篇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研

究团队的论文则表示，在人类血液中发
现了微塑料，这进一步引发了微塑料对
人体健康长期影响的担忧。

实际上，肉眼难以分辨的微塑料几
乎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述
南京大学的研究就发现常喝瓶装水、吃
外卖食品以及工作性质为粉尘暴露的
参与者，粪便中的微塑料更多。此外，
沐浴露、牙膏、防晒霜等个人护理用品
以及洗衣机洗涤衣服产生的废水等都
可能含有微塑料。

有相关研究者提出建议，大家生活
中不要滥用塑料制品，吸管、塑料袋、一
次性水杯、外卖盒等用后不随意丢弃；
尽量选择可降解塑料制品，包括购买衣
物时选择羊毛或棉质等天然材质；选择
个人护理品时也要注意查看成分表，尽
量不用带塑料磨砂成分的产品；以及做
好垃圾分类也有利于减少微塑料伤害，
使垃圾分类与塑料回收再利用相辅相
成。

多地加强塑料治理

中国塑料污染治理也在积极推进

当中，山西、河南等地已出台相关规定。
2021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

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塑料污染
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提到，禁止生产
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
袋、厚度小于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
膜、含塑料微珠日化产品等部分危害环
境和人体健康的产品。

2021年 7月，山西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
议通过《山西省禁止不可降解一次性
塑料制品规定》，并于 2022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规定明确了禁止、限制不
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实行名录管
理。

2022年1月，河南省公布了《河南
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并于
2022年3月1日起施行。第十六条规
定：依法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
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第十九条规定，
餐饮服务提供者和餐饮配送服务提供
者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筷子、
调羹等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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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微塑料，正在威胁人类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