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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工作记忆
成功恢复

伴随着人体衰老，大脑对信息加工和储存的
能力也必然会下降，但如果这种能力可以被逆转
呢？据英国《自然·神经科学》杂志8日在线发表
的一项研究，美国科学家通过同步脑区节律——
按特定节律刺激颞叶和额叶前部，成功恢复了老
年人的工作记忆，实现了逆转与年龄相关的工作
记忆衰退。

工作记忆指的是一种短时存储信息以备后
用的能力，这是一个“容量有限”的系统，它会随
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在青年人群中，工作记忆与
脑区内部以及脑区之间的特定神经互作有关。
据信这个过程涉及额叶前部和颞叶的两种神经
振荡模式（或称脑波），即gamma节律和theta
节律。额叶前部和颞叶的theta振荡同步，也与
工作记忆相关，被认为或会促进这些脑区的长程
互作。

此次，美国波士顿大学科学家罗伯特·瑞
恩哈特和约翰·阮的团队，利用脑电图（EEG）
详细检查了这类互作在老年人中有何变化，以
及与工作记忆有何关联。他们决定采用非侵
入性脑刺激方法调节与工作记忆相关的脑波
互作。

他们选择的被试对象包括42名青年人（20
岁至29岁）以及42名老年人（60岁至76岁），这
些被试对象要在有脑刺激和无脑刺激的情况
下，分别完成工作记忆相关的任务。结果显示，
在无脑刺激的情况下，老年人的工作记忆远不
及青年人快和准确。而青年人在执行工作记忆
任务时，左颞叶皮层中的theta节律和gamma
节律之间的互作增强了，额叶前部的theta节律
同步也增强了。

但老年人接受主动的脑刺激后，执行工作记
忆任务的准确性上升到了类似于青年人的水
平。这种效果在实施刺激后持续了50分钟。老
年人执行任务的准确性上升，与左颞叶皮层中的
theta节律和gamma节律之间的互作增强相关，
而且左颞叶皮层和额叶前部之间的theta节律同
步增强了。

研究人员表示，以上结果有望为人类未来开
发针对年龄相关性认知衰退的干预疗法奠定基
础。 （科技日报）

■ 本报记者 侯赛

近年来，心梗患者日趋年轻化，
中青年因心梗猝死的事也频频发
生。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应
酬过多、大量吸烟或被动吸烟、休息
不够充分等，这些因素均有可能增
加心肌梗死的发生。海口市人民医
院心内科主任陈漠水介绍，男性患
者与女性患者患上心梗的主要危险
因素各有不同，发病症状也有很大
区别，需要引起注意。

导致男女心梗因素各
不相同

近日，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
杂志（JACC）》上的一项回顾性研究
发现，在60岁以下的中青年中，男女
患上心梗的主要风险因素不同，女
性以糖尿病、高血压、肥胖为主，男
性以血脂异常和吸烟多见。

陈漠水表示，这项研究结果与
目前医院接诊的中青年心肌梗死患
者的特点基本一致。

“临床上，60岁以下心梗男性患
者几乎都是吸烟人群，大多合并血
脂异常。这些人大多生活习惯不
良，除了大量吸烟、饮食油荤无禁忌
外，往往还有久坐不动、熬夜缺觉的
坏习惯。”陈漠水介绍，吸烟和动脉
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发展以及斑
块破裂有密切关系。斑块破裂后血
栓形成，可导致心肌梗死、脑梗死。

而研究显示，小于60岁的女性，
如果有糖尿病，再合并肥胖，发生冠
心病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增加。

陈漠水解释，由于糖尿病患者血
管长期经受高血糖的浸泡，血管和神
经受损都非常严重，发生心肌梗死的
几率比非糖尿病患者要高出3倍。

此外，血压高也提升了发生心
梗的危险系数。高血压促进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使管腔变狭窄，致使供
应心肌的血液减少。高血压极易引
发冠状动脉痉挛性收缩，使冠状动
脉闭合，供应心肌的血液随之被阻

断。血压突然升高会使原有粥样斑
块破裂脱落，形成血栓，阻塞冠状动
脉。

女性心梗患者抢救成
功率较男性小

除了主要危险因素不同外，男
女心梗患者在发病症状上也有明显
区别。

陈漠水介绍，海口市人民医院
胸痛中心每天都有因心梗被送来抢
救的患者，但是女性患者的抢救成
功率要比男性患者小许多。因为大
部分男性患者是在第一时间被送来
抢救，但女性患者往往都是错过了
最佳抢救时间。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男性和女
性间存在这样的差异呢？陈漠水解
释，男性患者的症状往往比较强烈，
一经发病很快会被送往医院急救。
而女性患者的症状往往更隐匿、不
典型，不容易引起注意，因此耽误了
最佳抢救时间。

“女性的心脏病更隐匿，外表看
起来没事，可一旦爆发，就有可能是
致命的问题。而男性的心脏发病更
明显，反应更强烈，出现问题很容易
被发现。”陈漠水介绍，男性急性心
梗发作时症状很明确，主要是持续
胸痛和大汗。女性急性心梗发作
时，主要表现为放射痛、后背痛、恶

心呕吐，而胸痛和大汗相对少见，有
时患者甚至“自己都说不清楚”。

坚持健康生活方式降
低发病率

陈漠水介绍，由于60岁之前患
糖尿病、高血压合并肥胖的女性相
对较少，这就使得60岁以下中青年
心梗患者以男性为主。不过，60岁
以下的女性如果患有高血压、糖尿
病合并肥胖，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
要比同样情况的男性高出许多。

但无论是女性的糖尿病、高血压
与肥胖，还是男性的吸烟与高血脂，
都是可控制、可治疗的风险因素。

陈漠水建议，中青年应该坚持
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已经患有高
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应积极治疗，
定期复查，这样也能减少心肌梗死
发生的几率。若是已经患有心肌梗
死，再次发病的可能性仍然极大，更
应严格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坚持
低盐低脂饮食、戒烟戒酒、遵医嘱服
药、定期复诊。

陈漠水提醒，有人突发心梗，掌
握正确的心梗抢救常识，对降低心梗
死亡率和致残率很关键。患者发病
期间，越早打开阻塞的血管，救治成
功的几率就越大。如果亲友突发急
性心梗，应该保持镇定，首先要拨打
120，请医生速来抢救或送医院救治。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宋韬 林小育

近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整形美容外科穆籣教授的帮助

下，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以

下简称海医二院）成功开展了我

省首例上肢淋巴管与胸外侧静脉

吻合的超显微手术预防上肢淋巴

水肿术。患者詹女士（化名）术后

一周便出院。在随后的出院随访

中，她对再造的乳房形态及上肢

功能表示满意。

近期，家住海口的詹女士无

意中发现自己右侧的腋窝及乳

房处有肿块，后入住海医二院乳

腺外科。经过超声检查及活检

穿刺，詹女士被确诊为右乳腺

癌。由于詹女士患乳腺癌已经

处于中期，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吴

煌福建议她尽快进行手术治

疗。在进行了充分沟通后，詹女

士欣然接受了乳房切除及再造，

同时进行预防上肢淋巴水肿术

的治疗。

在手术过程中，穆籣教授发

现詹女士的右侧腋窝多发淋巴结

肿大，考虑到癌细胞淋巴结转移

风险高，遂分别进行了右侧乳腺

肿块切除、右侧腋窝淋巴结清扫，

在保留乳头乳晕的同时，进行了

乳房假体植入，再造了与左侧乳

房形态相似的乳房。最后，穆籣

教授在放大16倍的超显微镜下，

完成了上肢淋巴水肿术，重建了

上肢淋巴回流。

吴煌福表示，此次仅一次手

术便完成了乳腺癌根治、乳房再

造以及上肢淋巴水肿预防治疗

等一系列治疗，使詹女士能在一

周左右恢复出院，减轻了患者的

痛苦，缩短了住院时间，并提升

了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

医技台

远程会诊免去患者奔
波之苦

“在遇到疑难问题时，根据患者的
需求，我们会为他们申请中山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专家团队的远程会诊。这
个专家团队包括内科、外科、介入科等
专家，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的治
疗方案。”海南省肿瘤医院结直肠科医
生蒙燕表示，这样的会诊，让患者不出
岛就能享受到专家团队提供的优质医
疗服务，免去了他们奔波之苦，也大大
节约了治疗的费用。

而医院医务人员与专家团队对患
者病情开展讨论，也是一个学习提升
的过程。“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医生来
说，每一次远程会诊都是一次难得的
学习机会。”蒙燕说。

通过远程会诊，让省外的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在我省多家医院早已开
展。在三亚中心医院（省第三人民医
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以下简称浙二院）的远程会诊都
会定期举行。“我们会根据患者的需
求，与浙二院的专家团队进行预约，
一般一两天就能预约上会诊。”三亚
中心医院医务部主任何超明介绍，医
院还与乐东、保亭、万宁等17家基层
医院开展了远程会诊，“基层医院遇到
疑难杂症，我们医院的专家会参与远
程会诊。”

“目前建立起来的海南省远程会诊
系统具有远程门诊、远程会诊、远程专
科诊断、远程教学、视频会议、双向转诊
等功能。系统还可以与省外300多家
三甲医院远程医疗系统联通，例如解放
军总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宣武医院等

医院。”省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胡珊珊
介绍，我省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已经覆盖
到部分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开展的
远程医疗服务实现了国家级、省、市/
县、乡、村五级远程医疗上下联动，探索
基层医院首诊和分级诊疗、落实双向转
诊制度；充分利用省内外大医院资源，
为基层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使城乡
居民得到均等化的医疗服务。

为基层医务人员提供
培训渠道

除了让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
质医疗资源，远程会诊系统还有一个
重要的作用——为基层医务人员提供
接受培训的渠道。“目前通过远程医疗
系统，上级医院会给基层医疗机构定
期开展培训，其中包括护理、医疗等培

训内容。”胡珊珊介绍说。
今年初，省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

进一步推进远程医疗应用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网格化布
局全省远程医疗协作网。

《通知》中提出，二级医疗机构的
远程医疗中心应至少建设一个普通远
程诊室，主要为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基
于自身医疗业务范围的远程医疗服
务，以及区域内急危重症患者抢救和
疑难复杂疾病向上联系转诊服务；鼓
励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普
通远程诊室，为患者联系上级医疗机
构提供远程医疗服务，接受上级医疗
机构的远程指导和培训。“我们希望通
过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项目，推
动全省基层医疗机构开展远程会诊，
让更多百姓在乡镇即可接受优质的诊
疗服务。”胡珊珊说。

我省布局远程医疗协作网，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诊断疑难病 不用再跑大医院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实习生 孙永超

数据：
目前全省开展

远程医疗服务的医

疗 机 构 总 数 44
家，2018年，全省
开展远程会诊（含

远 程 门 诊）485
次，开展远程教育

培训 30 节课，参

加远程教育培训总

人数达 9000 人

次。

4月8日，海南省
肿瘤医院结直肠科医
生蒙燕为一名结肠癌
肝转移的患者预约了
与中山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专家团队的远程
会诊。“对于这名患者
的治疗方案还有些争
议的地方，我们希望
听取中山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专家团队的意
见。”蒙燕说。

如今，在我省各
大医疗机构，远程会
诊早已不是陌生名
词。早在2012年，我
省就通过统筹中央和
省财政资金，结合医
院能力建设项目，在
全国率先建设覆盖全
省的远程医疗会诊平
台（海南省远程会诊
系统、海南省高端远
程医疗服务系统）和
远程病理诊断与质控
平台。

医生巧施预防上肢淋巴水肿术

为乳癌患者扫除“后患”
男女心梗风险因素各不相同，发病症状也有所区别

女性心梗症状比男性更隐匿

上肢淋巴管与胸外侧

静脉吻合的超显微手术，是

乳腺癌术后预防上肢淋巴

水肿的手术。

上肢淋巴水肿是乳腺

癌患者术后常见的并发症，

手术后的发生率可达20%-

35%。淋巴水肿会导致患

者手臂肿胀变形，导致患肢

疼痛、麻木、感染甚至上肢

功能障碍，影响其生活自理

能力，甚至会导致患者无法

工作，是一种严重影响患者

术后生活质量的并发症。

乳腺癌术后患上肢淋巴水

肿是一种终生的慢性症状，

虽经治疗可使水肿消退，但

却不能根治，有时还会反复

发生。因此，预防乳腺癌术

后的淋巴水肿就显得尤为

重要。

肠道细菌检测可用于
预测结肠直肠癌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日前发表报告称，对肠道
细菌的研究分析，可用于对不同人群进行结肠直
肠癌有效预测，从而实现结肠直肠癌的早期诊断
和治疗。

发表在新一期英国《自然·医学》期刊上的报
告说，由巴西卡马戈癌症中心领衔的国际研究团
队对采集自德国、法国、意大利、中国、日本、加拿
大和美国的969人的粪便样本中的遗传物质进
行了分析。研究对象由结肠直肠癌患者和健康
人两组人群构成。

经对比发现，结肠癌患者中肠道细菌群的
丰富度要比对照组健康人高得多。比如患者体
内一种名叫具核梭杆菌的常见口腔细菌数量就
高于对照组。研究人员表示，虽然尚不清楚这
种口腔细菌迁移到肠道的原因，但具核梭杆菌
进入肠道后可引起肠道炎症，被认为有可能引
发癌症。研究人员发现了16种与结肠直肠癌相
关细菌。

此外，研究人员还在结肠直肠癌患者的粪便
标本中发现远多于对照组的胆碱三甲胺裂解酶
的痕迹，这表明肠道细菌的胆碱代谢与结肠直肠
癌有关。胆碱是存在于红肉和其他高脂肪食物
中的一种营养素。当酶分解含有胆碱的食物时，
它会释放出致癌物质乙醛。

“这一发现有助于预防结肠直肠癌，因为
肠道内细菌的数量是可以通过饮食加以控制
的。”卡马戈癌症中心的埃马努埃尔·迪亚斯·
内托解释说。他表示，高脂肪膳食可能会对健
康造成不利影响，因为这会导致有害细菌数量
的增多。

结肠直肠癌是全球第三常见的癌症。它还
是对女性而言第二致命、对男性而言第三致命的
常见恶性肿瘤。如果诊断及时，其治愈率可以达
到95%。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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