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地址：局前街185号 电话：0519-68870000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城中院区 地址：兴隆巷29号 电话：0519-88104931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阳湖院区 地址：滆湖中路68号 电话：0519-81099988

常州市中医医院 地址：和平北路25号 电话：0519-88124955

常州市口腔医院（市中医医院钟楼院区）地址：北直街61号 电话：0519-86804028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兰陵北路300号 电话：0519-82009999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 地址：新北区红河路68号 电话：0519-69806980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地址：钟楼区丁香路16号 电话：0519-88581188

常州市儿童医院 地址：延陵中路468号 电话：0519-69808000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地址：延陵东路288号 电话：0519-69800506

常州市疾控中心 地址：泰山路203号 电话：12320

常州市卫生监督所 地址：健身路28号 电话：0519-86608357

常州市德安医院 地址：丽华北路157号 电话：0519-68016199

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常州医疗区 地址：和平北路55号 电话：0519-83064102
武进人民医院 本部：永宁北路2号 电话：0519-85579150
（常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南院：武进区滆湖东路85号 电话：13915837120

高新区院区：武进区武宜南路509号 电话：13861188120
武进中医医院 地址：湖塘人民西路6号 电话：0519-86582737
北极星口腔医院连锁 钟楼院区、武进院区、新北院区、天宁院区、兰陵院区 电话：0519-81899999
常州现代口腔门诊部 荷花池店：钟楼区荷花池公寓19-1 电话：0519-88120611

九洲店：钟楼区兰陵九洲新世界四楼 电话：0519-8812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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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不排便，如吸三包烟。每天都
吃饭，人体每天都产生粪便，排便排不
干净，形成宿便和毒便。宿便毒便淤堵
肠道，粪便排不出去变成便秘。但便秘
不是病，无法用药治愈。泻药刺激肠
道，时间一长容易引起黑肠病，甚至肠
癌，影响人体的寿命。解决老便秘第一
步：清理肠道里的宿便毒便（医院里对
便秘患者进行灌肠治疗更是这种原
理）。第二步：坚持每天排便，净化肠道
内环境，彻底告别便秘困扰。

相传清朝有一个宫廷秘方：用发酵
绿心黑豆粉、山楂、马齿苋、芹菜叶等果
蔬和粗粮按一定的配比熬制成粥，老便
秘晚上吃下去，第二天早上爽快通便，
每天晚上坚持服用，一个月后便秘全
除。“津尝通”——黑豆山楂压片根据古
方，由十多名医学专家，潜心研究数十
年精制而成。“津尝通”原料为果蔬和粗
粮，一粒津尝通相当于二公斤蔬菜的膳
食纤维的含量。初次服津尝通，第二天

宿便毒便统统排出，感觉有把小刷子，
把肠道里里外外清洗了个干干净净，肚
子仿佛也小了不少。以后每天一至二
粒，天天给肠道洗洗澡，肠道清清爽爽。

每天晚饭后加几粒，第二天排便过
程远比药物排便过程舒服，不腹痛，不拉
稀。津尝通内含大量果蔬，无任何副作
用，孕妇和儿童都可以服用。并且，服用
量越来越少，最终停服。“津尝通”三大特
点：一、让便秘逐步减轻，逐步消失。第
二、便秘越严重，效果越好。第三、越服量
越少，不依赖，无任何副作用。老便秘不
用灌肠，不用吃泻药，告别便秘好轻松。

现在，常州地区龙御膳食专营店
（市区路桥市场B座605A室）；江南大药
房；新丰街金龟堂店；湖塘南方大药房
（常武北路150号）；金坛方正万泰大药
店（南门大街121号）有售。咨询电话：
0519-88050859（市区免费送货）。

温馨提示：5盒一周期，现全国正举
行买4送1的优惠活动

专除便秘十周年，保护肠道免伤害

灵芝在传统中医领域的应用已有千
年，具有极佳的扶正固本、免疫强化作用。
而作为灵芝的种子——灵芝孢子，凝聚了
灵芝全部精华，在扶正固本等方面，效用高
于灵芝子实体，成为中药“扶正”之王！

安徽大别山腹地金寨农神公司作
为灵芝孢子粉源头种植基地，联合常
州益生良行为常州市民提供优质破壁
灵芝孢子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批准生产，质量有保障！

本品破壁率高、多糖及三萜含量
高效果好！作为灵芝孢子粉核心成分
三萜含量高达每100克内含2500毫
克！活动期间购买原价5280元，现在
仅需1980元（每天3克，一年服用量）。

活动时间：1月12日—17日
订购电话：88997355（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地址：兰陵桥北50米世纪明珠园

7号商铺益生良行

灵芝破壁孢子粉产地推广
一年仅需1980元

以下这7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在
饭后消腹胀气。

喝 水

想要最大程度地减少腹胀，饭后
喝水非常重要，它可以让食物在消化
道中顺畅运行，帮助定期排便，从而缓
解腹胀。

通常来说，吃高盐食物容易导致
腹胀。根据《哈佛健康出版》（Har-
vad Health Publishing）的说法，这可
能是因为盐中的钠会导致水分滞留。
因此，饭后喝水的目的是为了抵消体
内多余的钠。

不仅饭后要喝水，用餐前也要喝
足量的水。根据梅奥诊所的说法，这
样不仅可以使腹胀程度降到最低，还
可以防止暴饮暴食。

散 步

进餐后，不要直奔沙发，而要动一
动。短途散步可以帮助刺激胃动力，
减少腹胀。研究表明，饭后散步有助
于加速胃排空，5—10分钟的散步足
以帮助缓解腹胀。

倘若平常也有锻炼习惯，就再好
不过了。因为定期运动有助于保持大
肠壁的健康，更容易排出大便。

瑜 伽

饭后可以找个地方让身体舒展
一下。像孩子或猫、牛一样的柔和瑜
伽动作可以缓解与腹胀有关的腹部

不适。
保持每个姿势进行 5次深呼吸

（用鼻子吸气，嘴呼气），然后重复
进行，直至症状有所缓解。每次吸
气时，腹部要充分扩张，这有助于
激活人体的副交感神经系统，或休
息与消化模式，从而让你更好地消
化食物。

减少饮酒

晚餐后，你可能会想再喝一杯酒，

但这对缓解腹胀没有任何帮助。酒精
会减缓消化，增加水分储留。一开始，
它会让你不得不频繁小便，最终会使
身体脱水。脱水会让身体紧紧锁住水
分，最终导致腹胀。

因此，如果出现腹胀，应放弃在餐
后饮用鸡尾酒，哪怕是仅仅一杯。为
了使腹胀程度降至最低，最好的方法
还是要坚持饮水。

不喝碳酸饮料

既然腹胀，那么喝一杯碳酸饮料，
通过打嗝，是不是就能消除腹胀呢？
相反，碳酸饮料只会让你的腹部增添
更多气体。碳酸饮料中的泡沫是罪魁
祸首，当他们被困在你的肚子里时，就
会出现腹胀的情况。

避免吃口香糖

吞入过多的空气会导致腹胀。
如果你吃喝得太快，喝碳酸饮料或
嚼口香糖，多余的空气就会进入你
的消化系统。如果空气最终被困
在结肠或小肠中，就会感到腹胀和
胀气。因此，要注意少吃或不吃口
香糖。

喝一些茶

为了避免腹部肿胀，可以喝薄荷、
生姜或茴香茶。这些茶具有不同的特
性，可以放松消化道，减轻腹胀。

薄荷可以放松帮助传送消化气体
的肌肉，因此有助于缓解腹胀。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患有胃食管反
流病（GERD）或食管裂孔疝，喝薄荷
茶会导致胃酸向食道内退缩，效果可
能适得其反。

此外，先前的研究表明，姜茶可能
有助于加速胃排空。茴香是另一个不
错的选择，《国际生物医学研究》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的一
篇文章指出，茴香可以帮助缓解系列
胃病。

据搜狐

长期处于压力，容易引发抑郁症、
焦虑症。浙江大学靳津教授和东南大
学柴人杰教授共同指导的这项研究，
揭示出长期压力造成焦虑的重要机
制。通过给小鼠制造长期压力，研究
人员发现，这些动物体内的免疫细胞
发生了惊人变化。其中，CD4+T细胞
的线粒体很容易裂成碎片，导致细胞

的能量代谢发生紊乱，产生大量嘌呤
类物质。而这些嘌呤类物质进入大
脑，最终会影响情绪和行为。这项精
巧的研究，为那些因为免疫系统失调
而出现抑郁的患者提供了潜在的治疗
新选择，也再次提醒我们，压力会对身
心健康造成全面的不利影响。

据腾讯

一文看全，《细胞》年度值得关注的9篇重磅论文
日前，顶尖学术期刊《细胞》杂志推出 2020 年度最佳论文（Best of

2020）特刊，精选了过去一年里最为值得关注的几项生物学研究。其中既
包括了引人关注的新冠病毒研究，也有在肿瘤免疫疗法、自闭症神经生物
学、AI药物发现等领域令人振奋的前沿进展。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将为
读者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些重磅研究的主要内容。

过去，许多抗生素都来自于土壤
中的微生物，但用开发传统药物的方
式来开发新型抗生素并不容易。麻省
理工学院（MIT）的科学家通过一种深
度学习系统，让人工智能（AI）自动学
习不同药物分子里的结构，并学会预
测分子特性。“慧眼识珠”的AI在化合

物库中发现了一种潜在糖尿病药物的
抗菌潜力，能有效杀死一种对已知所
有抗生素都耐药的超级细菌。这项突
破性的研究为抗生素药物研发带来一
个范式改变，有望更快、更有效地发现
新型抗生素。这项研究在2020年2月
荣登《细胞》封面。

当一种过去未知的冠状病毒在
全世界迅速传播，科学家们很快开展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以了解新型病毒
影响人体的分子机制，并寻找潜在的
治疗方案。这项研究于2020年 2月
在线发表，通过细胞实验证明，新冠
病毒（SARS-CoV-2）和SARS病毒

一样使用ACE2受体入侵细胞，并且
需要蛋白酶 TMPRSS2 起到协助病
毒入侵的作用。在这项研究中，一种
可以抑制 TMPRSS2 活性的蛋白酶
抑制剂camostat mesylate在细胞
实验中展现了抑制新冠病毒入侵细
胞的效果。

从2020年2月下旬起，一种变异
的新冠病毒株从欧洲开始席卷全球，
短短几个月，感染上这种变异病毒的
患者比例发展到了超过90%。这一病
毒株被称为D614G，也就是在组成其
刺突蛋白的氨基酸中，614号位置的氨
基酸从天冬氨酸（D）变成了甘氨酸

（G）。科学家们通过细胞实验发现，
D614G病毒株有更强的感染能力。这
项研究还对病毒变异带来的临床后果
进行了深入分析，近千名患者的数据
显示，感染D614G毒株后，上呼吸道
会有更高的病毒载量，但未影响疾病
的严重程度。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过去曾
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常被误解的疾
病。随着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
越多的相关致病基因被发现。一支
跨国研究团队开展了迄今最大规模
的ASD外显子组测序研究，总共收
集了3.5万个样本，其中ASD样本超
过 1 万。分析结果共识别出了 102

个与ASD相关的基因，并且发现这
102 个基因大多数从胚胎发育使其
就在兴奋性和抑制性神经元中表达
和富集，大多数影响神经细胞之间的
连接或调节其他基因。通过基因、神
经发育和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来认
识这种疾病，将为开发治疗策略奠定
基础。

死海古卷是在死海西南部朱迪
亚沙漠多个洞穴内发现的古代手稿
残片，距今约有 2000 年历史，它们
的发现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
发现之一。如何把 25000 多个碎片
重新拼凑起来，直接影响我们对手
稿内容的理解。生物学家为确定这

些碎片的来源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
科学工具：古基因组学方法。由于
大部分古卷碎片写在经处理的动物
皮肤上，科学家们使用DNA测序来
分析不同碎片的基因特征，从而为
不同碎片之间存在争议的关系提供
了判断线索。

在我们的细胞内，遗传物质DNA
缠绕在组蛋白上，有序地反复折叠，
形成压缩的染色质（chromatin）结
构。这项研究揭示了染色质结构的
动态调节。科学家们利用体外组装
的核小体结构，发现染色质可以在生

理盐浓度下产生可相互融合的密集
“液滴“，也就是相分离现象。他们还
详细分析了组蛋白组成、乙酰化修饰
等多种因素如何影响染色质的结构
特性，调节相分离现象，使液滴产生
不同的物理特性。

当我们拉伸肌肉、按压皮肤，不会
把细胞和细胞里的DNA压坏吗？在这
项研究中，科学家们采用特制的机械设
备拉伸皮肤和肌肉干细胞，发现细胞为
了保护自己免受机械压力的损害，不仅
可以使细胞核变形，还会让遗传物质变

得更柔软来减轻压力。有趣的是，研究
人员还注意到，由于关键核蛋白水平的
差异，癌细胞对机械拉伸的敏感性低于
健康干细胞，这种特点或许对于癌症的
形成以及癌细胞转移有影响，吸引研究
人员开展下一步的研究。

结肠癌是一种严重的疾病。为
了提高免疫疗法在治疗结肠癌时的
效果，研究人员们想要找出免疫抑制
的原因。北京大学张泽民课题组与
安进公司（Amgen）多个部门的科学
家合作，利用先进的单细胞RNA测
序技术，分析了 18 名肠癌患者的
50000多个细胞，绘制出结肠癌的肿

瘤微环境细胞图谱。他们还研究了
结肠癌小鼠模型的数千个细胞，了解
小鼠接受两种在研抗癌药物时免疫
细胞所产生的影响，然后将这些发现
与人类癌症联系起来。这项研究的
发现有助于提高患者对免疫检查点
抑制剂的反应率，让更多患者从免疫
疗法中获益。

人工智能找到全新抗生素

新冠病毒入侵细胞的关键

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D614G突变

100多个基因影响自闭症
死海古卷之谜

压力山大，身心崩溃

让结肠癌患者受益于免疫疗法

压不坏的细胞

染色质“液滴”

饭后腹胀难消化？教你七招消胀气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出现腹胀的情况。特别是逢年过节，饱餐一顿后更是难免。美国每日健康网（Ev-

eryday Health）近日指出，一般来说，我们不必过于担心腹胀，尤其对于仅出现在大餐后的腹胀来说，它并不是
任何严重疾病的迹象。但如果长期存在腹胀问题，就要去看医生，以排除更严重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