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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石浩强

清晨，公园一隅。

李阿姨：“张家姆妈，侬今
早总算来跳舞了，阿拉牢想侬
额。侬到啥地方去了啊？”

张家姆妈：“是的呀，李阿
姨，好几个礼拜没来了，上个
月我去动了个鼻子小手术，再
修养了一段时间，所以没来。”

李阿姨：“哦呦，动手术了
啊，疼不疼啊？”

张家姆妈：“不疼不疼，打
全麻的，开刀时啥也不晓得。”

李阿姨：“这么小的手术
也要全麻啊？我听别人讲，打
麻药会变笨的，最好不要打
的。”

张家姆妈：“是这样啊，我
以前不知道，以后开刀坚决再
也不打麻药了。”

……

手术“麻醉药物”

与日常“麻醉药品”

以上只是普通患者间
一段小小的闲谈，我们却可
以从中发现一个广大患者
深切关注的问题——— 手术
麻醉是否会影响到自己的
记忆力与智力。其实不仅是
普通患者，在专业医师及其
他医务人员中，对这个问题
也有很多困惑。那么，药学
人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
么是手术麻醉。手术麻醉是
出于减轻患者痛苦、消除患
者心理恐惧等目的，在手术
中给予患者麻醉类药物，令
其痛觉反应减轻甚至意识
丧失，最终使手术能够顺利
开展的一种治疗手段。而全
麻是最常用的手术麻醉方
式，可使病人在一定时间内
意识和感觉完全消失，从而
毫无痛苦。全麻药物的作用
是阻断痛觉传导，手术中由
麻醉师添加。在手术过程
中，麻醉机可以显示各项生
命指标，严密监测心、脑、肾
等重要脏器的情况，发现丝
毫不妥，麻醉师都会及时纠
正。试想，假如没有麻醉技
术，患者根本无法承受外科
手术中的疼痛和心理压力，
可以说现代麻醉技术的进
步是外科手术进步的前提与基石。

手术麻醉中所使用的麻醉药物与我们药学专业
常说的“麻醉药品”并非一个概念。“麻醉药品”指的是
包括吗啡在内的一大类具有强效镇痛作用并有成瘾
性的特殊管理药品。而手术麻醉中涉及的药物主要包
含肌肉松弛药、镇静类药物、静脉用全身麻醉药、吸入
用全身麻醉药以及其他一些药物。目前常用的有丙泊
酚、依托咪酯、七氟醚等。

没科学依据，为啥还是觉得自己变笨了

全麻药物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相应的麻醉
作用，所以说麻醉过程其实就是对中枢神经系统即大
脑的抑制过程。但是由于这些药物在很短时间内就会
被分解代谢并排出体外，所以整个麻醉过程是可控制
的和暂时性的，不会改变脑细胞的功能结构，即随着
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和清除，其作用也随之消除，不会
产生持续的影响。因此说全身麻醉后记忆力会受影
响、脑子会变笨的顾虑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那为什么会有患者觉得手术麻醉后影响了记忆
力和智力呢，甚至有相关的专业研究也观察到这一现
象呢？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尽管麻醉药物在单独少量使用时不会显著
影响认知能力，但是术中麻醉经常是多药合用，产生
的相互作用难以预料，存在尚不明确的研究空白。有
文献报道指出，当麻醉药物超量，或同时用 4 种麻醉
药时可能会对患者有所影响，但一方面出现这种情况
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这也提醒患者应该选择正规
医院就诊；第二，认知能力的降低是一种主观感受的
表达，可能受固有、传统的观念影响，令患者产生麻醉
后记忆力变差的错觉；另外，在手术过程中，由于失血
等原因可能造成患者大脑的暂时性缺氧，这在某种程
度上可能会影响到患者术后的认知能力。

综上所述，麻醉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麻
醉师是手术的“幕后英雄”，通常情况下，麻醉安全可
靠。麻醉影响记忆力和智力都是传统的认知，没有科
学依据。一般术后的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手术应激、注
意力转移或患者的主观感受。总之，不要总为麻醉而
纠结，真有症状出现也应该从其他方面寻找合理、科
学的原因。

在治疗中，患者要信任医生的专业技术与判断能
力；医生也有义务和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既要
保证患者的身体疾病得到治疗，同时关注、关心患者
心理上的需求，令病魔不再可怕。

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记者邓华宁 、
王宾)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信息，近日全国已
有 30 多个地区气温突破历史极值，新疆吐鲁
番甚至超过 49 摄氏度，12 日起全国进入为
期 40 天的“三伏”。时间长、覆盖广、强度大的
“烧烤”天将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应
该如何应对？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的环境与健康专家。

专家介绍说，持续高温或热浪，使人体感
到不适，对人体健康的主要影响是产生中暑，
导致消化不良、胃肠道疾病发病率增加，诱发
关节炎和心、脑血管疾病，甚至导致死亡。但
只要做好相应防护，就能够避免高温的伤害。

首先，普通人群需要在 5 个方面加以重
视：

及时获取并了解高温、热浪预报及预警

信息。公众可以通过中央气象台或中国天
气网，也可以通过广播、手机、报纸等途径
查询天气预报，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生活
并采取相应防护措施；

在高温热浪天气下，应尽量避免在上
午 10 时至下午 4 时出行，尤其注意不要在
阳光强烈照射下运动，如快走、跑步等；

户外活动时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包括穿透气性好、浅色衣服，有助于散热；
如果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建议穿长袖衬衫；
戴太阳镜，使用遮阳伞，或戴遮阳帽；对于
裸露在外的皮肤，可涂抹防晒霜等，避免日
光性皮炎或晒伤；

由于高温天气会使体温升高，容易缺
水导致中暑，应注意及时补水，但不能过度
饮水，这样会使胃难以适应；

无论房间内还是汽车内使用空调时，
都不要把温度设置过低，内外温差不要过
大 ；烈日中停驶的车最好不要马上开启空
调，应打开车窗让热气排出，等车内温度下
降后再开启空调。无论在房间中还是汽车
中，最好不要开着空调睡觉，尤其是停驶的
车里通风较差，发动机排出的一氧化碳渗
漏到车内会使人中毒。

针对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和高血
压、冠心病、脑血管硬化患者等脆弱人群，

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高温天气下，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

和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硬化患者等脆弱
人群，应避免在阳光强烈照射时段在室外
活动；

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硬化等患者，

早晨起床时应先喝一些水，补充一夜消耗的
水分，降低血液黏稠度，促进血液循环；

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慢性
疾病的病人，尤其是老年人和关节痛患者，
不要长时间呆在空调温度调得过低的房间
中。脆弱人群室内外的温差不宜超过 5℃。
开空调时间不宜过长 ，最好在 1 — 3 小时
后关机，进行自然通风。晚上睡觉前最好关
上空调。

另外，户外工作者要高度重视做好防护：
户外工作者可以用冰毛巾擦身体，进行

物理降温；从外面回到室内后，切忌立即开空
调，避免感冒；户外工作者要注意出现头晕、
恶心、口干、迷糊、胸闷气短等症状时，应立即
休息，喝一些凉水降温，病情严重应立即到医
院治疗。

新生儿呼吸窘迫入院，原因是妈妈吃了自己的胎盘

食用胎盘：有致病风险，无“大补”功效

打断骨头为增高：当心爱美变“自残”
肢体延长术仅用于治疗骨缺损、肢体不等长、畸形等，严禁用于美容项目

栏目介绍：
“达医晓护”，寓意“通达医学常识，知晓

家庭护理”，是上海市科委 、科协共同指导下
的，原创作品创作与传播平台建设并重的公
益性全媒体医学科普品牌 ，也是中国科协
“科普中国”品牌之一。

特约撰稿桂岚

最近，一位男闺蜜的“甜蜜烦恼”让我有了
迫切的码字冲动。这位男闺蜜的女朋友因为嫌
自己的腿不够长，最近迷上了“P 腿”——— 每次
在朋友圈发照片之前都要先用美图软件把自
己的腿“拉长”。因为技术有限，PS 痕迹太重，腿
是长了，但人像背景也变得“九曲十八弯”。

“假的就是假的，”男闺蜜感慨，“听说有种
增高手术能一劳永逸把腿变长，你能帮着联系
一下吗？”

没错，的确有一些美容机构或医院声称能
通过所谓的“断骨增高术”让人拥有傲人的身高
和修长的美腿。但这种手术究竟怎么做，有什么
风险？现在，就让笔者为大家科普一下吧！

手术风险很高，严禁用于美容

断骨增高这种增高技术，是从一位苏联医
师开创的骨外固定技术发展而来的。根据在一
定压力刺激下，肢体组织可再生的生物学原理，
结合现代骨科技术，断骨增高术先以将腿骨截
断这种人工方式重造生长板，再将腿骨以器械
向两头转开，从而达到增高目的。

这项技术最早于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被应
用于治疗一些由于先天肢体畸形、外伤、小儿麻
痹等造成的肢体不等长患者，后来又发展到对
侏儒症的治疗。到 20世纪 70 年代，国外开始尝
试用这项技术对一些有增高要求的低矮正常人
做双下肢延长；20世纪 90 年代初，对于正常人
的手术增高开始被应用于我国医学实践中。

对于不少因先天因素、发育因素或获得性
因素导致肢体不同程度的长短不一或身材矮小

的人来说，身高是心中永远的痛——— 由于成人
后骨骺线已经闭合，再想长高几乎不可能。而这
项技术却独辟蹊径，也因此成为被很多人追捧
的时尚。

但在众多骨科专家眼里，这是一种风险很
高的手术，也是一种牺牲健康的“自残”行为。卫
生部《关于对“肢体延长术”实施严格管理的通
知》中规定：肢体延长术是一项骨科临床治疗技
术，适应证为先天畸形、外伤、肿瘤、感染等原因
所致的骨缺损或肢体不等长，以及因疾病引起
的肢体畸形，严禁用于美容项目，具备条件的三
级综合医院或骨科专科医院才能开展该项技
术。

打断腿骨→拉伸断骨→拆除支架

很多向往这种手术的人认为：“接受了断骨
增高术，只要几个月就可以长高、拥有美丽的大
长腿，走到哪里都自信，能找到更好的爱人，更
好的工作，以后的生活会更开心。”可事实真的
如此吗？笔者要告诉你，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大
家来看看断骨增高的手术过程，就明白了！

第一步，手术期。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在
正常人的小腿膝关节下 5 ～ 6 厘米、大腿膝关
节上 15 ～ 20 厘米的位置，将骨头的骨皮质人

为打断，或将腿骨全部打断，然后在每条腿断
骨的两端分别插入 4 根钢针，再用上下杆相
连做成一个鸟笼状的“肢体延长器”(增高
器)，让断骨处位于“鸟笼”的中间。由于断骨
处需要组织再生，以后每天需用扳手拧紧“鸟
笼”两端的螺母，使断骨边长边被拉长，以期
达到增高目的。

第二步，治疗期。指手术后到拆除“增高
器”这段时期，每增高 1 厘米需要 20 天。一般
每天拉长断骨 0 . 5 ～ 1 毫米，平均拉长 0 . 7
毫米，分 2 ～ 3 次完成。目前国外有记载的，
正常人通过此种手术增高的最高纪录为 15

厘米。

第三步，康复期。是指拆除“增高器”后的
功能锻炼，一般一个人每增高 1 厘米需要 10

天的康复期。说实话，不知道各位读者怎么
看，笔者写着都疼……

断骨增高术，在学术上的名称叫“双下肢
延长术”，这项技术主要用在肢体残疾者身
上，这就好比修理一辆旧车，只要能恢复其正
常功能，就能让患者生活自理，回归社会，降
低伤残对患者生活带来的伤害。可如果把这
项技术作为增高美容手术，那相当于是要把
一辆“新奥拓”改造成“新宝马”……个中滋
味，大家自行体会吧！

手术“五宗罪”，爱美代价高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天越来越热了，热
裤、超短裙这些夏日必备战衣竞相上身，不少
年轻人都希望能拥有一双“大长腿”，为了更
美更出众，也愿意付出一些代价，这种心情可
以理解，但这“代价”却该有个度。

下面，笔者就从专业的角度为大家介绍
一下断骨增高术几大风险，希望能让大家明
白手术增高不是爱美的首选方式，更不是惟
一方式。

一宗罪：手术多采用经皮闭合穿针的手
术方法，外固定“增高器”的 16 条钢针要分别
穿透受术者的双腿，稍有不慎便可能损伤腿
部的血管、肌肉和神经组织；如果钢针消毒不
好，随时可能造成穿孔感染，甚至引发骨髓
炎，造成残疾。

二宗罪：人体增高肢体延长术一般在双
下肢同时进行，这样有可能导致双下肢不等
长。如果不等长超过 2 厘米，人就会出现明显
的跛行。而肢体延长的速度如果过快，将会使
腿部神经、血管损伤，导致(腿部)神经瘫痪和
血管供血障碍，以至于瘫痪和截肢。

三宗罪：肢体延长后，肌肉肌力平衡关系
被打破，而随着肌肉被拉长，肌肉张力增高，
肢体运动会出现障碍，肢体可能出现畸形；关
节内压力增高，关节面软骨长时间处于高压
下，会出现软骨坏死，长此以往，关节软骨出
现破裂、剥脱。关节长期制动，关节囊会挛缩，
关节可能病残。这一后果是灾难性的。

四宗罪：从手术期、治疗期到复原期起码
耗费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需忍受小腿上两
副重达 5 公斤、用多根钢针扎穿双腿的“肢体
延长器”；同时，须忍受每日旋转“肢体延长
器”两端螺丝的疼痛。肢体延长时，患者无法
从事原有的工作，其原有的社会关系会被打
乱，患者需要在心理上重新定位，如果心理调
整过程失败，还会出现心理障碍，对患者日后
工作、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五宗罪：常人中有 3% ～ 5% 的骨不连
和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一旦手术前体检疏
漏，后果将不堪设想。

桂岚：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医疗健康专
委会秘书，《达医晓护·新闻透视》杂志主编。

新闻背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机
构研究人员近日发表一份报告说，由产妇分娩
后的胎盘制成的胶囊可能存在传染性病原体，

应该避免服食。

这份发表在美疾控中心《发病率与死亡率
周刊》上的报告说，去年 9 月，美国俄勒冈州卫
生机构报告了一例严重细菌感染新生儿病例。

该婴儿出生时感染 B 族链球菌，呼吸困难，送
重症病房治疗 11 天后出院。5 天后，该婴儿再
次发病送医，血液检查再次发现 B 族链球菌。

调查过程中，医生们发现，这名新生儿母亲服
用胎盘胶囊，这可能是孩子再次发病的原因。

报告说，这名母亲生产后把胎盘交给一家
公司，3 天后收到了经清洁、切片及在 46 至 71
摄氏度下脱水处理制成的胶囊，她每天服用 3
次，每次两只胶囊。检测结果显示，胶囊中含 B
族链球菌，医生怀疑这可能是因为胎盘高温杀
菌没有处理好，要求这名女性立即停止服用。

“尽管缺乏证据支持，但近来有说法宣称服
食胎盘能给产妇带来身体和心理上的好处，”报
告写道，“(但)胎盘封装过程本身并不能消灭传

染性病原体，因此应该避免服食胎盘胶囊。”

目前，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并不监管对
胎盘进行加工的公司。美疾控中心发言人表示，
对胎盘胶囊尚无正式立场。

美国胎盘制剂工艺协会回应说，女性生产
后有自身感染或婴儿感染情况出现，说明胎盘
可能有病菌存在，这样的胎盘不应制成胶囊。在
上述病例中，有关人员可能也没有按照正确的
食品安全程序处理好胎盘，导致孩子染菌再次
发病。 (记者林小春)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特约撰稿钟凯

不少国人认为“吃胎盘大补”，新闻中出现
的这个案例却是由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看来，
外国群众的科学素养也不一定就特别高。

胎盘禁买卖，食用胎盘风险不小

吃胎盘这种事情的确不是中国独有，2000
年左右，欧美国家兴起食用胎盘的风潮并很快
传入国内。国内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胎盘宴”，即
以胎盘为食材的菜。经媒体报道后，胎盘买卖带
来的伦理及安全风险引起政府高度关注。

2005 年，原卫生部明确指出：胎盘归产妇
所有，产妇放弃或者捐献胎盘的，可以由医疗机
构处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胎盘。如果胎
盘可能造成传染病传播的，医疗机构应当及时
告知产妇，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

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消毒处理，并按照医疗
废物进行处置。此外，2015 版《药典》也已将
紫河车（干燥人体胎盘）及其中成药全部剔
除。

有观点认为，胎盘是胎儿的天然屏障，它
会阻拦污染物。不过，并没有研究证据表明它
真的含有很多重金属或其他有毒物质。胎盘
比较明确的健康风险主要来自细菌和病毒。

胎盘可以携带的有害微生物包括李斯特
菌、肝炎病毒、梅毒螺旋体、艾滋病毒、麻疹病
毒、疱疹病毒、莱姆病病原体等，其中有一些
可能通过食用或接触导致感染。

虽然高温处理可以杀死微生物，但温度
不够或加热时间太短都有可能导致微生物侥
幸逃脱。此外，有些人觉得高温会破坏活性物
质，因此采用低温冻干的方式生产胎盘粉，这
就更有可能给微生物留下活口。

李时珍们也不主张吃胎盘

许多哺乳动物会在分娩后吃掉自己的胎
盘，科学界对这种现象有很多猜测，但并没有
哪个理论能完美的解释。

不过人并没有吃胎盘的本能，且中国历
史上一直是反对吃胎盘的。

马王堆汉墓中有相关记载，父母会将胎
盘小心地掩埋，以此为孩子祈福，这一做法一
直流传到民国初年。

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确有食用胎盘的记

载，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多。比如李时珍记载了
紫河车(干燥胎盘)的用法，但他也认为“胎盘
入药虽说是以人补人，但实际上是人吃人，这
跟蛮夷有啥区别呢”，说明他其实是反对吃胎
盘的。

虽然胎盘入药的历史很久，但均未经过
严谨的科学验证，因此其功效并不确凿。一些
古代名医甚至明确记载“吃了没用”，比如明
代温补学派代表人物张景岳。

上世纪 50 年代有一项关于食用胎盘促
泌乳的研究，发现胎盘确实有助于泌乳。这是
截至目前唯一一个拿得出手的研究，可惜由
于年代久远，且研究设计存在重大缺陷，统计
方法也不符合现代规范，因此结论并不被科
学界普遍接受。

现在多数科学家的观点是，胎盘和普通
的肉没有太大差异，主要是提供蛋白质等常
规营养。胎盘所含有的“活性物质”要么含量
太少，要么会在炮制或消化过程中降解，并不
能提供神奇的功效。

对于迷信胎盘的人，也许会产生“信则
灵”的效果，医学上称为“安慰剂效应”。不过，
看完上面的报道和这篇文章，估计安慰剂效
应会小很多吧……

钟凯：食品安全博士，食品与营养信息
交流中心副主任，开设公众号“饮食参考”，
专注食品安全知识科普，是一位优秀的“知
识搬运工”。

■石药师讲用药

石浩强：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药剂科副
主任 ，副主任药师 ；

上海执业药师协会
副 会 长 ，上 海 市 科
普 作 家 协 会 会 员 ；

其微博“石浩强教你
合理用药”以深入浅

出的语言普及用药知

识，广受读者好 评 。

▲接受双下肢延长术的患者需要在腿部装上鸟笼状“肢体延长器”。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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