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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限制袁即饮食节制袁在多
个物种中被证明是延缓衰老的重
要途径袁 但其组织细胞特异的分
子机制尚不明确遥 中国科学院等
研究团队近日在美国权威期刊
叶细胞曳 在线发表一项研究成果袁
通过高通量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技
术袁 揭示了节食延缓衰老的新型
分子机制袁在多器官水平证实野七
分饱冶可延缓衰老遥

增龄伴随的多器官渐进性功
能衰退袁是衰老相关重大疾病袁如
神经退行性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等
关键诱因遥 细胞种类的多样性决
定组织器官的异质性和复杂性袁
导致组织器官在衰老过程中呈现
不同的细胞及分子特性袁 但传统
的研究技术难以精确揭示细胞类
型特异性的分子变化规律遥

来自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尧中
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及美国索
尔克生物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
研究人员袁 以啮齿类动物大鼠为
研究对象袁基于高通量单细胞和单核转录组测序技
术袁绘制了首个哺乳动物衰老和节食的多器官单细
胞转录组图谱袁系统评估了衰老和节食对机体不同
类型组织细胞的影响遥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曲静介绍袁从中年期的大
鼠开始对其进行野七分饱冶渊任意进食量 70%的卡路
里摄入量冤干预可降低其组织尧细胞和分子水平的
衰老指征袁使其寿命延长遥基于对年轻任意进食组尧
年老任意进食组和年老节食组动物的 9 个组织中
获取的 20 多万个单细胞及细胞核的转录组分析袁
科学家绘制了衰老和节食状态下不同组织器官的
分子网络图谱遥

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张维绮表示袁
在被检测的组织中均发生了衰老相关的细胞类型
组成的改变袁这些变化超过一半能被节食抑制遥 野结
果表明袁多组织免疫炎症压力的升高是衰老的标志
性特征袁而节食可有效地逆转促炎细胞在衰老组织
中的聚集遥 冶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刘光慧认为袁此研究首次
在多器官尧多组织层面上系统解析了机体衰老的细
胞和分子变化规律袁为衰老预警提供了新型生物学
标志物遥 同时袁也揭示了免疫调节系统在节食干预
衰老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袁为进一步开发衰老及相关
疾病的干预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袁在科学应对老龄
化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遥 魏梦佳

炎炎夏日袁大家总是钟爱一
些可口冷食袁 每天抱着空调度
日袁觉得消暑功能极佳遥 可夏季
贪凉袁 稍不注意, 就会损害你的
健康遥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中医科医生吉贞料教您几个中
医养生方法袁助您消暑度夏遥

贪凉易致胃肠病
叶素问窑阴阳应象大论曳曰院

野春伤于风袁 夏生飧泄遥 冶炎热天
气, 皮肤血管扩张 , 胃肠血流量
会相对减少, 盛夏酷暑大量进食
冷饮后, 胃肠道血管因冷刺激而
急剧收缩 , 血流量会进一步减
少, 造成胃肠功能紊乱, 甚至出
现腹痛尧腹泻等症状遥 各种冷饮,
如汽水尧啤酒等可增加胃肠内压
力, 易诱发或加重原有疾病, 如
胃肠炎症和十二指肠溃疡, 严重
时可致溃疡穿孔遥

吉贞料表示袁日常预防胃肠

道疾病袁需了解自己的体质遥 如
果属于体质虚寒者, 或是患有急
性或慢性胃肠炎, 则尽量不要吃
冷饮, 因为冰淇淋尧 冰砖等冷饮
中均含有大量脂肪尧 胆固醇尧蛋
白质尧 糖和淀粉等营养成分, 吃
了冷饮, 既影响正常食欲, 又会
增加疼痛, 使腹泻加重遥

剧烈运动后勿食冷饮袁运动
后如果吃大量冷饮冷食, 强冷刺
激会使胃肠道血管收缩, 减少腺
体分泌, 导致食欲锐减 , 消化不
良, 而且骤冷刺激, 可使胃肠痉
挛, 甚至诱发腹痛尧腹泻曰饭前饭
后少吃冷饮袁饭前饭后食用冷饮
冷食 , 会刺激胃肠道血管收缩 ,
减少血流量, 造成消化腺分泌液
减少, 降低消化功能及减弱对营
养成分的吸收, 且会引起食欲下
降曰切忌冷热交替袁冷食和热食
交替摄入会对牙齿和胃肠产生
强烈的刺激, 因此冷尧 热饮应该

分开饮用遥
对一些体质虚寒尧 脾虚湿

重尧肠胃不调的人袁吉贞料建议
可适当吃些消暑利湿尧醒脾开胃
的药食两用食品袁如藿香尧佩兰尧
薏苡仁尧扁豆尧山药尧赤小豆尧芡
实尧莲子尧焦大麦等遥 在绿豆粥尧
荷叶粥中适当加入薏苡仁尧扁
豆尧莲子尧赤小豆等袁可增强健脾
除湿等功效遥

警惕空调综合征
夏季袁人们总是喜欢待在有

空调的室内遥 吉贞料表示袁长期
的空调环境会使人们对低室温
产生一系列不适应的症状遥 空气
中缺乏负离子, 加之室温调得过
低, 往往会引起头晕, 容易疲倦,
注意力不集中遥 有人还会出现咽
干尧咽痛尧关节疼痛尧腰背酸痛 ,
甚至发生感冒尧胃肠炎尧肩周炎尧
面神经麻痹等症遥

预防空调综合征袁 吉贞料建
议袁日常需减少室内外温差袁温差
大加重体温调节中枢的负担, 严
重时可引起体温调节中枢的紊
乱遥在空调房里颈部尧膝部可用毛
巾覆盖予以保护袁注意保暖, 同时
要适当活动, 以促进肢体的血液
循环, 增强抵抗力遥同时需定期开
窗通风袁 避免因通风不良而导致
的微生物生长繁殖, 减少感染疾
病的机会遥吉贞料还提醒袁长期在
空调室内生活的人, 应有适当的
室外活动时间, 以提高自身对温
差的野内调节冶和适应能力遥

在日常的饮食中, 可适当增
加生姜尧荆芥尧苏叶尧辣椒等调味
品的量, 既可以佐餐开胃, 又可
以防风散寒 , 增强肌体抵抗力 ,
预防空调病遥 马珂 谭莹

夏日炎炎袁 西瓜是家中
常备的消暑解渴水果遥 在吃
完瓜肉后袁 西瓜皮可别随意
丢弃袁可留作解暑之用遥

西瓜皮袁别名西瓜翠衣袁
性微寒袁味甘尧淡袁具有清热
解暑尧 生津止渴尧 利尿的功
效袁可用于暑热烦渴尧小便不
利尧口舌生疮遥 干品每次用量
为 15 克~30 克遥 下面推荐两
款食疗方院

1.绿豆西瓜皮汤
原料院绿豆 100 克袁鲜西

瓜皮 500 克渊干品 50 克冤遥
做法院将绿豆与 1500 毫

升水煮汤袁沸后 10 分钟去绿
豆袁 然后将洗净的西瓜皮放
入再煮袁 煮沸后冷却即可饮
汤袁一日数次遥

功效院清热解毒袁除烦止
渴遥 绿豆甘凉袁可消肿下气袁
清热解毒袁清暑利水曰西瓜皮
甘寒袁清热解暑袁除烦止渴遥

适宜人群院 夏天痤疮患
者服用遥

2.西瓜皮粥
原料院鲜西瓜皮 200 克袁

粳米 100 克袁白糖 30 克渊或
用适量盐冤遥

做法院 将西瓜皮去除红
色部分袁瓜皮与白皮分开袁白
皮切丁袁外皮保留大块袁煮好
后方便挑出袁不需服食遥 粳米
洗净后加入水 800 毫升水袁
大火煮开后加入西瓜皮和皮
白丁袁用小火煮 30 分钟左右
即成粥袁放入白糖或盐调味遥

功效院解暑利尿袁降低尿

酸遥 粳米袁即我们常说大米袁
可健脾和胃袁补中益气袁除烦
渴袁止泻痢遥 西瓜皮甘寒袁清
热解暑袁除烦止渴遥

适宜人群院适用于痛风尧
小便不利尧热病烦渴等遥

注意院 上述两款食疗方
较寒凉袁体质较差或怕冷尧脾
胃虚寒等寒性体质者不宜服
用遥

许燊

烧烫伤院让孩子立即脱离热源袁并迅
速脱去衣物袁如果衣物粘在皮肤上袁切勿
强行撕下袁宜用剪刀剪开袁轻轻揭开遥 迅
速用大量冷水冲洗创面袁 冲掉污物并降
温袁减少残留热源的进一步损害遥 保持伤
口清洁袁不要自行涂抹任何药物袁如果严
重尽快送孩子去医院就诊遥

溺水院1.将溺水儿童平放袁迅速撬
开其口腔袁清除咽内尧鼻内异物曰2.溺水
后舌头会后坠堵住气道袁 要抬高其下
巴曰3.溺水儿童停止呼吸袁应尽快施行
人工呼吸院捏住其鼻孔袁深吸一口气袁往
其嘴里缓缓吹袁 待其胸廓稍有抬起袁放
松其鼻孔袁 以每分钟 16 次至 20 次为
宜袁直至孩子恢复呼吸曰4.一旦溺水儿
童心跳停止袁应立刻按压胸口袁进行心
肺复苏遥

气管异物院 海姆立克急救法是家庭
急救基本技术院对 1 岁以下孩子袁可将孩
子倒拎袁拍打其背部袁通过气流冲击让孩
子将异物吐出曰对年龄稍大孩子袁可将孩
子抱于胸前袁一手握拳袁另一手捂按在拳
头之上袁双手在胸口下方用力向上挤压袁
直至异物吐出遥

儿童骨折院孩子受伤后应就地休息袁
不要立刻按压受伤部位袁 要减少关节活
动袁避免损伤加重曰受伤后袁应用急救包尧

骨折夹板尧绷带对受伤肢体进行固定曰30%的儿童骨折不
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当会导致生长障碍袁因此应尽早送患
儿去医院就诊遥 敏稳

炎炎夏日，切勿贪凉

夏天吃西瓜别扔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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