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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 7 月 31 日讯 （记 者
陈星 通讯员 李文娟 孟天笑） 7月
28日，市中心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朱
胜华主任、杨念念博士及肖立云副主任
医师，携手为一例极重度鼓室硬化症患
者施行高清耳内镜右侧鼓室硬化病灶去
除+鼓室开放+人工听骨重建术。

患者谭某今年19岁，两年前就觉得
听力不太好，一直以为是偶尔的原因，也
没有放在心上，可是近期，耳朵里出现耳

鸣现象，有时候还听不清别人的说话。来
到市中心医院就诊，经诊断为右侧鼓室
极重度硬化合并传导性耳聋。市中心医
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朱胜华团队仔细研
究病情后，决定为患者施行高清耳内镜
右侧鼓室硬化病灶去除+鼓室开放+人工
听骨重建联合手术。谭某术后恢复良好，
听力显著提升，耳鸣耳闷现象逐渐消失。

据悉，中心医院另两例患者均为右侧慢
性化脓性中耳炎合并神经性耳聋，已不具备

做听骨链重建术的条件。经朱胜华团队研究
后决定为其施行改良乳突根治术。与传统乳
突根治术相比，改良乳突根治可在清理乳突
腔、鼓窦入口及上鼓室病变组织的前提下，
同时减少中、下鼓室内结构的损伤。

三例手术尤其是极重度鼓室硬化症
手术的开展，填补了我市在这一领域的
技术空白，代表了市中心医院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专业实力的再一次提升。

人工听骨重建 聆听美好声音

人类社会中的一些经济学
规律对细菌也适用。葡萄牙研
究人员利用这一点开发出新方
法，成功破坏病菌群体里的社
会合作，导致群体崩溃、消亡。

葡萄牙基安研究所日前发
布的新闻公报说，在此成果基
础上研制新药，结合传统抗生
素使用，有望更好地治疗细菌
感染，还可能帮助解决细菌抗
药性问题。

群体生活的细菌像人类一
样有着复杂的互动，通过合作
更好的生存和繁殖。细菌个体
会分泌一些有用物质供大家使
用，同时从其他成员的贡献中
获益，就像公民纳税并享受公
共服务。

基因突变有时会让一些细
菌不再生产公共物品，成为“福
利骗子”。他们的繁殖效率更
高，群体里的“福利骗子”因此

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公共资源
耗竭、社会体系崩溃。

一个细菌群体所需的公共
物品通常不止一种，“福利骗
子”也相应的有多种类型。不同
的“骗子”在一起会发生什么？
研究发现，当群体需要两种公
共物品时，两类“福利骗子”会
相互制约，使群体保持稳定。

研究小组在新一期美国
《当代生物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说，数学模型显示，公共物品生
产成本的高低，决定了“骗子”
之间的相互制约能否成功。

研究人员通过调节培养环
境来改变成本，打破群体内的平
衡，使“骗子”型细菌的比例升
高，从而破坏病菌群体里的社会
合作，导致群体崩溃。这表明深
入研究细菌群体的社会规律，将
帮助人类在与病菌的“军备竞
赛”中掌握先机。（据新华社）

用经济学治疗细菌感染

新华社7月 30日电 人
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
个国际研究团队日前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实现通过观察眼球
运动来判断性格。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澳大
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和南澳大利
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使用
了最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用
来证明性格和眼球运动之间的
关系。他们跟踪调查了42名受
试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的眼球运
动情况，并随后使用调查问卷
来评估这些人的性格特征。

结果发现，眼球运动能显
示一个人是否善于交际、小心
谨慎或充满好奇心，而算法软
件能够可靠地识别出“大五人

格”中的4种：神经质、外向性、
宜人性和尽责性。“大五人格理
论”指的是心理学家发现有五
种特质可以涵盖人格描述的所
有方面，分别是外向性、宜人
性、尽责性、神经质和开放性。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
跟踪评估的是受试对象在日常
生活中的视觉运动，而不是在
实验室中严格受控下的视觉运
动，因此提供的结果更加接近
实际。

此外，研究成果能够为社
交信号处理和服务性机器人等
新兴领域发展提供重要的参
考，有助于改善人机交互，帮助
开发更加自然、更好理解人类
社交信号的机器人和计算机。

人工智能技术可通过眼球运动判断性格

新华社7月30日电 （记
者 周舟） 美国研究人员 7
月 30 日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
显示，抑郁症患者血液中的乙
酰左旋肉碱水平偏低。这种化
学物质作为一种抑郁症生物标
记物，有望为开发起效更快的
新型抗抑郁药提供可能。

乙酰左旋肉碱是一种常见
的人体化学物质，在肌肉和大
脑中含量丰富，是全身脂肪代
谢和能量产生的重要介质。在
大脑中，乙酰左旋肉碱发挥重
要作用，可参与抑制海马区和
额叶皮质等脑区兴奋性神经细
胞的过度激活。

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
学报》网络版上的研究显示，与
健康人相比，抑郁症患者血液中
的乙酰左旋肉碱水平显著偏低。
在严重抑郁症患者及抑郁症发

病年龄早的患者群体中，血液乙
酰左旋肉碱水平尤其低。

论文共同作者、美国斯坦
福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教
授拉斯根说，这是一项有关理解
抑郁症机制令人兴奋的新发现。

此前研究发现，口服或静
脉注射乙酰左旋肉碱可逆转小
鼠的抑郁症状，而且小鼠的抑
郁症状在数天内就得以改善。
当前常用的抗抑郁药在动物实
验和人类患者中均需2到4周
才能起效。

药店里经常有乙酰左旋肉
碱作为非处方类保健品销售，研
究人员提醒公众不要自行购买
用于治疗抑郁症。拉斯根说，目
前可确定乙酰左旋肉碱是抑郁
症的重要生物标记物，补充这种
物质是否有助于改善抑郁症患
者的症状还需大规模临床研究。

乙酰左旋肉碱可作为抑郁症生物标记物

炎炎夏日来临，宝妈们是不是有给
宝宝剃光头的想法？是不是认为剃成光
头宝宝会更凉快？No!你不懂，宝宝剃光
头反而更热哦！此外，还有很多你没想到
的坏处呢。

宝宝留头发有不少好处

1.能调节体温 头发既能保温，也能
散热。毛发中的毛髓质会充满空气，能在
一定程度上阻挡外界的炎热；头发有引
流液体的功能，能加快皮肤干燥，通过加
速汗液蒸发来调节体温。

2.能保护头皮 拥有成千上万根头
发包裹着的头颅，相当于有了一道防线，
可减少和避免损伤，缓冲外力对头部的
伤害。特别对于宝宝，由于头顶部骨骼发
育还不完全，这种保护作用就更大。可保
护深部组织免受辐射损伤，减少日光中
紫外线的过度照射。尤其是覆于头皮部

的含有黑色素的头发，抵挡能力更强。
3.能修饰容貌 有一头靓丽秀发，可

以更好的修饰自己。比如修个刘海掩盖
大额头，或有飘飘长发遮起大饼脸等。

执意给宝宝剃光头有风险

对于1岁半的宝宝，囟门是重点保护
部位，头发对宝宝的小脑袋也能够起到
一定的警示作用。一旦剃成光头，就相当
于失去了一道天然屏障。

1.宝宝其实会更热、更容易长痱子。
没有毛发的头部会让头皮肤吸收的热量
增加，皮肤排出的汗水也会因为没有毛
发遮盖而迅速流失，汗液就无法进行蒸
发散热，宝宝不但会感到更热，还容易长
痱子。

2.宝宝反而更容易受伤和生病。头发
有遮光挡阳的作用，如果防晒工作做得
不好又没了头发的保护，宝宝就极易被

晒伤，会加剧日光性皮炎的风险。若阳光
对着宝宝直晒，会造成宝宝头颅内温度
过高而患上“日射病”，还可引起神经性
功能障碍。夏季时，如果从酷暑下突然进
入低温的空调房，宝宝在没有头发的情
况下，会更容易感冒、生病。

3.宝宝有可能从小脱发。暴露的头
皮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一旦头皮长
痱子或被蚊虫叮咬发痒，宝宝会忍不
住抓挠，而挠破头部，这样就容易被细
菌感染。另外，由于宝宝的皮肤娇嫩，
抵抗力弱，在剃头时如果动作不注意，
也极易损伤头皮，引起皮肤感染。如果
宝宝头上长了湿疹，剃头时湿疹就很
容易破损、流血，倘若理发工具又是不
清洁的，后果会更严重。并且，细菌侵
入头发根部就会破坏毛囊，这让宝宝
有脱发的危险。

（本报综合）

夏天给宝宝剃光头更凉快？

新华社7月31日电 美国
一项新研究显示，医院从纸质病
历转为使用电子病历，有助提高
医护质量，降低患者死亡率。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
校等机构研究人员分析了2008
年至 2013 年全美 3249 家医院
的情况，包括医院的电子病历
推广程度和65岁以上患者住院
30天内的死亡率。研究之初，美
国一些大学附属医院已开始采
用电子病历，但也有不少美国
医院直到2009年才在政府的资

金支持下采用电子病历。
研究发现，美国医院在改

用电子病历的过渡期内情况并
不理想，反而导致患者死亡率
在短期内略微上升。但过渡期
后，情况开始好转。研究初期推
行的每一项电子病历内容，包
括用药清单、电子处方等，都会
对应地让患者年死亡率下降
0.09个百分点。不仅如此，随着
电子病历不断增加新内容，每
增加一项新内容还会对应患者
年死亡率降低0.21个百分点。

电子病历有助降低死亡率

邵阳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贺
旭艳 通讯员 张海燕) 7月28日晚，
一位78岁的老人在家人陪同下从邵阳
县人民医院转到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原邵阳医专附属医院）普外科急诊
就医。从连夜施行手术，病人家属送红
包致谢被拒，到病人家属悄悄将红包放
入白大褂，医生查房发现后将这千元现
金交作病人的住院费，医院流淌的正能
量成为美谈。

这位老人送来时正受剧烈腹痛折
磨。当值主治医师石俊阅片后发现，患
者腹水严重，病情不容乐观。他马上请
示科主任、主任医师肖体君。肖体君到
床旁查看病人后，考虑为绞窄性肠梗
阻，指示必须马上实施剖腹探查手术。
经与患者家属谈话，取得对方同意。在
肖体君的指导和协调下，普外科、麻醉
科、手术室全力配合，为患者及时进行
手术。

手术由主治医师欧阳林主刀。术中
探查发现，患者腹腔内有3000ml的红色
液体溢出，40CM回肠完全变黑，坏死。

大家有条不紊地进行处置，从入院到顺利完成手术
总共耗时5小时。患者于7月29日凌晨1时15分回
到病房，尽管仍处于病危状态，但在普外整体护理
与6S管理的保驾护航下，有望会很快得到康复。

患者家属特意送来红包，向欧阳林表示感谢。
欧阳林当场予以拒绝，患者家属等他休息后，又偷
偷将红包放入医生白大褂。清早，医生查房看到红
包，马上转交给护士，让其替患者交了住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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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贺旭
艳 通讯员 何苗）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原邵阳医专附属医院）自今年3月26
日正式启动卒中中心建设以来，急性脑卒
中的病例数、救治成功率都得到了明显的
提升。7月底，该院特意组织卒中中心工作
联席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并对当前需要
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进行讨论和协调处理。

今年上半年该院共完成静脉溶栓26
例，介入取栓1例，全脑血管造影（DSA）

38例，动脉瘤夹闭术8例，动脉瘤弹簧栓
塞术1例，较2017年同期均有明显增加。
1到5月，卒中中心质量控制重点在卒中
病房（神经内科），6月份开始全面向参与
科室覆盖。其中5、6月份急性卒中病人处
理 18 例，完成静脉溶栓 12 例，溶栓再通
率 50%，介入取栓 1 例，DNT 时间（小于
60分钟）达标率85%，而去年同期仅50%。

这次联席会议共组织神经内科（卒
中病房）、神经外科、急诊科、康复科、放

射科、检验科、超声医学科等12个相关科
室的负责人及卒中联络员，以及部分临
床、医技医师参加。与会人员就影响卒中
绿色通道、卒中救治时间节点、卒中救治
质量等涉及 12 个相关科室 34 个方面的
问题，进行研讨并提出解决办法。

据了解，该院2017年12月加入湘雅
医院卒中联盟，2018年3月启动卒中中心
建设，后又与北京宣武医院成立了卒中
医联体。卒中中心积极开通了卒中绿色
通道、开展规范化诊疗、多学科合作、卒中
质量控制，同时通过远程技术指导等途径，
开展卒中治疗技术协作，明显提高了该院
急性卒中患者的救治能力及救治成功率。
加入卒中治疗技术协作平台也标志着该院
卒中治疗水平进入了全省先进行列。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原邵阳医专附属医院）：

卒中中心建设成效明显

“是药三分毒”，而保健品不是药品，有些人就认
为保健品“想吃就吃”，无需担心副作用。医生提示，
不少保健品含有中草药提取物，其中何首乌等一些中
草药长期服用会导致药物性肝炎、肝损害甚至发展为
肝衰竭等严重疾病，需引起重视。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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