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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可能增加患癌风险

我国科学家找到
蜈蚣毒的解药

我国科学家日前揭开了蜈蚣在

30秒内捕杀猎物的分子机制之谜，

并基于此发现临床药物“瑞替加滨”

对消除由蜈蚣叮咬产生的严重临床

症状有良好效果。

蜈蚣是肉食性产毒动物，被蜈

蚣叮咬后的患者会出现疼痛、水肿、

发炎、坏死和皮下出血，严重者有高

血压、心肌缺血、呼吸衰竭、昏迷和

痉挛，甚至死亡。

研究者发现临床药物“瑞替加滨”

能够有效治疗中蜈蚣毒引发的心肌衰

竭、癫痫和呼吸抑制等症状。 新华

新型血检可早期查出
8种癌症

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新

型血液检测方法，能一次查出尚未扩

散的8种常见癌症。

这种名为CancerSEEK的无创检

测方法由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研究人员开发，能通过检测血样中16
种与癌症相关的基因突变及8种蛋白

质，查出卵巢癌、肝癌、胃癌、胰腺癌、

食管癌、结直肠癌、肺癌与乳腺癌。

该方法的特异性为99%，这意味着

健康人被误诊的可能性不到1%。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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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食品安全局23日警告说，长

期服用番泻叶、大黄等植物提取物制

成的泻药，可能会带来一些潜在健康

问题，如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等。

泻药通常包含羟基蒽类衍生物，

这类化合物常见于番泻叶、大黄等植

物的根、叶子、种子和树皮等部位。

欧盟食品安全局在一份声明中

说，一些羟基蒽类衍生物可能会造

成DNA(脱氧核糖核酸)损伤。动物

实验表明，摄入这类物质可能会导

致肠癌。 新华

做读者需要的健康服务

父亲在儿童语言发展中
扮演重要角色

在儿童牙牙学语的过程中，陪伴

他们阅读、和他们互动的大多是母亲。

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最近发现，父亲

的参与对孩子的语言发展同样重要。

研究人员对澳405个双亲家庭

进行了追踪研究，他们在儿童2岁时

调查了父母陪伴阅读的情况，并在

儿童4岁时对其进行了语言能力测

试。在综合考虑父母双方收入、职

业、教育水平和母亲阅读行为的影

响后，研究发现2岁时经常听父亲读

书的儿童在4岁时对语言的理解和

表达能力都更强。 新华头痛久治不愈 竟是颈椎出了问题
专家问答

花一万多祛斑 结果变成“激素脸”
女子轻信美容院祛斑宣传，治疗半年满脸红肿差点儿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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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剪刀”让皮肤细胞
“变身”干细胞

美国科学家用“基因剪刀”编

辑实验鼠细胞的基因组，成功使皮

肤细胞转变成干细胞，为培育诱导

多能干细胞开辟了新路。

诱导多能干细胞是对成熟细

胞“重编程”得到的，像胚胎干细胞

一样具备分化成多种细胞的潜力，

可用于修复受损的组织和器官。

“基因剪刀”指CRISPR基因编辑技

术，用它能像在电脑上编辑文章一

样，精确查找一串代码在基因组中

的位置，进行删除或修改。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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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张先生咨询：头痛有半

年多的时间了，自己也在积极治

疗，可是效果不太好。最近去一

家医院复查，专家说脑子内部血

管、神经没有大的问题，考虑是

颈椎病导致的头痛。我想咨询大

医生栏目的专家，头痛和颈椎病

有没有关系？

济南医院外科专家相锋解

答：这位市民很有可能是得了“颈

源性头痛”，这种疾病很普遍，需要

对症治疗，才能尽快恢复。其实，大

多数头痛都是颈椎问题造成的。

1983年，美国一位医生首先提出了

颈源性头痛的概念。在那以后近10

年的时间里，经过不断争论和研

究，颈源性头痛最终被众多学科

专家重视，并在1990年得到认可。

目前，这个概念已被临床医生广

泛接受。

颈源性头痛由颈椎病及急、

慢性颈椎损伤引起，与颈部神经

受刺激有关。多数患者脖子僵硬、

活动不灵活，头或脖子受过外伤。

患者枕部、头顶、太阳穴、前额或眼

眶周围反复出现钝痛或酸痛，检

查时，脖子周围多有按压痛。

头部的神经大都来自颈部。

神经从脊髓发出后向上行走到

达头部，途中要经过很多骨头缝

隙和肌肉。如果脖子的肌肉或骨

头发生病变，如颈椎退变、脖子

肌肉外伤等，路过此地的神经就

会受到影响，发生异常变化，而

这些异常变化就会导致头痛。

颈源性头痛通常分为以下

四类：其一，枕神经痛，广义的枕

部是指四对枕神经的分布区，即

顶结节以下，两侧耳根后，下颌

角水平向后的连线间。

其二，偏头痛，是临床最常见

的原发性头痛类型，临床以发作

性中重度、博动样头痛为主要表

现，头痛多为偏侧，一般持续4———

72小时，可伴有恶心、呕吐。

其三，颠顶痛，别称顶颠痛。

其四，浅筋膜性头痛，病人

感觉戴帽子感或钢盔感，感到受

压迫。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因素会

造成颈源性头痛呢？主要有工作

及生活压力大、情绪影响、熬夜、

姿势不正确等。提醒市民注意，对

颈椎部适度保暖，不要长期伏案

工作，增加体育锻炼，减轻压力，减

少熬夜，科学合理饮食，就能有效

预防头痛。一旦头痛久治不愈，一

定高度警惕是不是颈椎出现问题

了，尽早就诊恢复快。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闫真 采访整理

到美容院祛斑 却遭遇激素类产品

爱美的薛女士为祛斑没少下

工夫：开中药调理、买各种品牌祛

斑产品、做足防晒工作……有些

祛斑产品确实一开始有效，但时

间久了又回到老样子，斑点似乎

比以前还严重。

就在大半年前，薛女士在自

家小区附近看到一家美容院打出

了美容祛斑的广告，仅仅治疗了

几次，薛女士就发现自己的斑点

淡化了。“后来美容院的人又跟我

说配合美白，效果更好。”于是，她

又增加了美白项目。

然而，经过大半年的治疗，薛女

士的皮肤越来越薄，发红冒血丝，肤

质很敏感，还经常发痒发疼。“到了

后期，皮肤状态非常差，甚至满面红

肿，起脓疱，感觉整张脸都废了。”前

往山东省立医院皮肤科就诊后，才

得知自己患上了激素依赖性皮炎，

这与长期使用激素类产品有关。

买药膏治过敏 老人变“激素脸”

无独有偶，家住杆石桥附近

的刘阿姨也因为患上了激素依赖

性皮炎到山东省立医院皮肤科就

诊。皮肤科主任医师魏欣净说，

“她60多岁了，一开始是因为脸上

有点过敏，自己到药店买了可以

治疗过敏、湿疹、皮炎等诸多病症

的药膏涂抹，结果效果挺好，过敏

很快就好了，以后脸上皮肤不舒

服，她就用药膏涂涂，久而久之，

结果产生了激素依赖性皮炎。”

据魏欣净介绍，很多祛斑患者

都存在和薛女士类似的情况。因为

很多速效祛斑产品里都含有铅汞、

激素等药物，虽然含量很少，但是

长期应用副作用很大。比如地塞米

松和维甲酸一起使用美白效果好，

但地塞米松是糖皮质激素，长期使

用会让皮肤萎缩变薄，毛细血管扩

张，形成敏感皮肤，遇热或气候变

化就会发红敏感。

皮肤对这些药物产生依赖性

后，一旦停止使用，斑点会快速反

弹，皮肤也会潮红、起疙瘩、痒感

明显。另外，演变成激素依赖性皮

炎后，治疗难度大、周期长、易复

发，得不偿失。

激素类药膏起效迅速 但必须遵医嘱

“激素类药膏是一种很好的外

用药，短时间应用可以快速控制病

情，也不会有明显的副作用，出现

副作用都是长期大量应用所致，因

此，这类药膏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

使用。”魏主任指出，正如患者使用

的中成药药膏，在说明书上标明可

以治疗皮炎、湿疹、过敏、真菌感染

等各种各样的皮肤类疾病，但具体

的成分往往都不标注，且并未标明

存在的风险，容易误导患者。

“因为自己滥用含有激素的

各类外用药物或者使用的化妆品

中违法添加激素导致激素依赖性

皮炎的患者特别多。”魏主任说，

对于这类患者，首先可以使用药

物治疗，包括内服药和外用药物，

配合药妆修复皮肤屏障。在病情

稳定后可以应用激光治疗，比如

强脉冲光和染料激光。

“强脉冲光，也就是人们俗称

的光子嫩肤。”魏主任介绍说，强

脉冲光是一种以脉冲方式发射的

强光，不同波长的强脉冲光对组

织的作用具有选择性，从而选择

性作用于皮下的小血管、色素团

或色素细胞，从而达到改善和治

疗肌肤的效果。使用强脉冲光，可

以消除/减淡皮肤各种色素斑、增

强皮肤弹性，消除细小皱纹。

提醒

接受激光治疗后

须注意防晒保湿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

部分人对光子嫩肤还有

疑虑：是否会使皮肤变

薄？是否会使皮肤变得敏

感？会不会产生依赖？魏

主任给出的答案是“不

会”，但她说光子嫩肤也

并非所有人的良药：哺乳

期、怀孕、恶性肿瘤、严重

的内脏疾病、光敏 (皮肤

曝光后就会出现红斑、红

疹 )、正在口服光敏性药

物、正在口服异维甲酸等

的人群是禁止使用的。

“光子嫩肤治疗后不

等于可以高枕无忧，最重

要的就是防晒，否则容易

让治疗前功尽弃。”魏主

任提醒，在进行光子嫩肤

治疗前后必须要减少在

阳光下的暴晒，出门打伞

或者戴遮阳帽，注意涂防

晒霜，不去海边和高原等

紫外线较强的地方；日常

做好皮肤保湿，补充肌肤

水分；均衡饮食，形成良

好的能量代谢，以免刺激

皮肤。

“陆陆续续花了一万多了，没

想到美容不成反而快被毁容了！”

说起自己的护肤经历，今年43岁
的薛女士不无悔恨。两年前，薛女

士脸上长了斑，朋友们推荐了多

种产品，她都一一尝试，可是都没

有多大效果。大半年前，她在小区

附近看到了一家打着“美容祛斑”

广告的美容院。在美容院治疗的

半年时间，她陆陆续续花了一万

多，“一开始还是有效的。”然而随

着时间的流逝，薛女士的脸忽然

出现了红肿发痒发疼等症状。前

往山东省立医院皮肤科就诊时被

告知由于长期使用含有激素类产

品，不仅斑没祛成，反而还患上了

激素依赖性皮炎。

□记者 董昊骞

激素脸是药物性痤疮的一种，也称
激素性痤疮，是因为间断或者长时间地
滥用激素药膏或暗含激素的美容化妆
品，引起激素的毒副作用所造成的一种
严重皮肤病。

激素脸有别于普通的皮肤敏感或是
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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