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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脈衝刺激脊椎 3癱瘓者重新走路

醫學界一直相信柏金遜症是大腦疾病，但最新一項刊登
在《科學轉化醫學》期刊的研究卻指出，柏金遜症的真正病
源可能是在我們的下半身，準確一點來說，就是向來被視
為無用的器官闌尾(俗稱盲腸)。研究分析瑞典和美國的醫
療記錄後發現，切除闌尾的人士，患上柏金遜症的風險可
以降低19%，原因可能與闌尾內聚集的一種蛋白有關。研
究人員表示，有朝一日醫學界或者能夠研發降低這種蛋白
水平的藥物，但強調現階段絕不建議「切闌尾避柏金遜」。

切除盲腸 患柏金遜風險降兩成
研究人員分析了170萬名瑞典人與849位美國人的醫
療記錄，發現年輕時切除了闌尾的人，患上柏金遜症的

機會比其他人低近兩成，即使最終患上柏金遜，發病時
間也會較無切除闌尾者遲3.6年。在農藥污染導致柏金遜
患病率增加的瑞典郊區，切除闌尾更可令患病風險降低
1/4。
科學家早就知道闌尾能夠儲存腸道益生菌，有助免疫

功能，但研究發現闌尾還儲存能夠引致柏金遜症的蛋白
「α-突觸核蛋白」。研究人員指出，很多柏金遜患者在
發病前最少10年，都可能出現便秘等腸道異常，因此決
定調查腸道與柏金遜的關係。領導研究的美國范安德爾
醫學院助理教授拉希里耶指，在某些罕有情況下，這些
α-突觸核蛋白可能洩出闌尾，並經腸道與大腦的神經連
接進入腦部，最終引致柏金遜。 ■法新社

美國亞利桑那州一名53歲女司
機上月12日獨自在高速公路駕駛
時，車輛懷疑因天雨路滑失控，
連人帶車掉落一處峽谷，墜落15
米後掛在一棵大樹上。女司機身
受重傷，留守車中數日後爬出車
外，試圖走到附近火車路求救，
但因體力不支在450米外倒下。其
後，一批正在趕牛的牛仔和修路

工人發現失事汽車，循腳印找到
已經嚴重脫水的女司機，隨即召
直升機將她送到醫院，這時距離
意外發生已經過了6日之久。
修路工人莫拉萊斯稱，上月18

日，他和同事在趕牛期間，看見一
處公路圍欄損毀，於是立即趕到谷
底，並發現掛在樹上的汽車，但車
內無人。他們於是在附近搜索，發

現腳印，追尋下在附近乾涸的河床
找到倒地的女司機。女司機當時雙
眼浮腫、肩關節脫臼、頭部受傷，
肋骨也斷了幾條，但仍然清醒，可
回答問題。
事發地點是亞利桑那州沙漠地

區，晚上最低溫度約攝氏12度，
據報女司機只靠少量食水和雜草
堅持了6日。 ■路透社

「驚人」研究：盲腸或柏金遜元兇

美婦隨車墮峽谷掛樹 6日後獲救

科學期刊《自然》昨日刊登一項突破性研
究，研究人員嘗試以電脈衝刺激癱瘓病人的脊
椎，成功重新激活患者神經的傳導功能，他們
經過一段時間訓練後，更可不再靠電脈衝刺
激，便能借助拐杖恢復行走，為癱瘓人士帶來
希望。

恢復大腦與肌肉神經連接
研究人員首先在病人脊椎植入能夠發出標靶

式電脈衝的裝置，能夠像腦部訊號指令一樣，
依序刺激個別肌肉。標靶式電脈衝不同於以往
在老鼠身上試驗的持續式電脈衝，透過標靶式
電脈衝，患者幾乎能以正常方式行走，但持續
式電脈衝下，患者行走較為顛簸，甚至可能失
去平衡。
標靶式電脈衝的運作原理，是先向一部分肌

肉發出動作訊號，例如踏出一步，當腳部感應
器感應到肌肉打算踏步時，資料便會轉回脊椎
的裝置，裝置再向其他肌肉發出額外電脈衝，
讓所有肌肉合作完成踏步這個動作。與此同
時，病人則要在腦中想像控制肌肉做出踏步，
由於腦部神經元能夠幾乎在電脈衝刺激肌肉的
同時發出訊號，長遠便能恢復大腦與肌肉的神
經連接，令病人不靠電脈衝也能控制肌肉。
35歲的歐斯卡姆2011年因交通意外癱瘓，

經過5個月電脈衝治療後，現時可以自行行走
一段短距離。帶領研究的瑞士聯邦理工學院神
經學家庫爾蒂納表示，雖然臨床實驗成功，但
3名參與的病人主要還是要靠輪椅代步，且療
法對下半身完全失去感覺者無效。

■法新社

起訴涉案「冒險學習中心」的默
塞爾表示，事發於前年12

月，她將兩名兒子送到託兒所
後，接到10歲長子用iPad傳送影
片，顯示兩名導師竟然讓一班學
前兒童互相毆鬥，她的4歲幼子
參與其中，更3次被打。默塞爾
隨即聯絡託兒所所長，讓對方介
入叫停，兩名涉事導師其後被解

僱。

導師睇拳興奮跳動
默塞爾公開的片段長30分鐘，
顯示導師為兩名幼童戴上「變形俠
醫」外形設計的拳套，讓雙方揮拳
互毆，在場另一名導師非常興
奮，隨着打鬥上下跳動。打鬥期
間，一名男童將對手打倒在地，

再繼續揮拳打對方的頭，另一男
童嘗試「勸交」但失敗。
涉事導師解釋，當時因為課室

暖爐故障，於是讓兒童互毆來玩
耍。當局以案中兒童沒有受傷為
由，拒絕提出刑事起訴，家長唯
有自行提出民事訴訟。其中一名
家長表示，她的兒子至今仍然身
心受創。 ■綜合報道

美國密蘇里州聖

路易斯一間日間託

兒所，導師被揭發

曾於兩年前安排多

名幼童互相毆鬥，

令課室變成「搏擊

會」，其中一名家

長月前已經入稟，

控告託兒所涉嫌疏

忽照顧兒童和違反

合約條款，索償

2.5萬美元(約19.6

萬港元)。

■■導師為幼童戴上導師為幼童戴上「「變形變形
俠醫俠醫」」外形設計拳套外形設計拳套((小小
圖圖))，，其後一名男童將對其後一名男童將對
手打倒在地手打倒在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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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託兒所淪搏擊會
■■癱瘓人士可自行行走癱瘓人士可自行行走
一段短距離一段短距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歐鳳仙
http://www.wenweipo.com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屬下的「大
灣區青年聯盟」於今年9月至10
月期間，成功舉辦了「尋找灣區
的商機－大灣區千人青年考察
團」交流活動，帶領香港青年前
往大灣區參觀考察，尋找商機。
為總結是次活動的經驗，分享交
流考察過程的心得體會，「大灣
區青年聯盟」日前假座香港培正
小學舉行「『尋找灣區的商機』
總結分享會暨改革開放40年創業
者的典範系列講座第一講」，邀
請考察團參加者暢叙交流共享，大灣區各市
統戰部領導蒞臨，當日逾600人出席，場面
溫馨。
出席分享會的主要嘉賓有：中聯辦社團聯
絡部部長李文，惠州市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
陳滌城，珠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曹風雲，東
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丁群好，佛山市委統戰
部副部長徐彥林，江門市委統戰部副部長莊
春維，中山市委統戰部經濟科科長何振鋒，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梁亮勝，執行主席鄧
清河，常務副主席鄧祐才、黃醒林、簡植
航，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大灣區青年聯盟
總監龍子明；大灣區青年聯盟副總指揮王紹
基、鐘浩、林凱章、黃錦豪、楊諾軒等。
會上舉行了「改革開放40年創業者的典範
系列講座第一講」，特別邀請祈福新村創辦
人、中華中醫藥學會常務理事、祈福醫院院

長彭磷基博士，就「改革開放40周年創業的
歷程」作專題介紹，分享成功創業的經驗。
總會主席梁亮勝致辭表示，為配合粵港澳

大灣區的建設，總會於今年5月成立了「大
灣區青年聯盟」，並於9月21日至10月21日
舉行考察活動，先後考察了珠海、廣州、中
山、肇慶、深圳、佛山、惠州、江門、澳
門、東莞等九市一區，逾27個重要社團共約
1,000人次參觀企業或創意園共49個，及舉
行交流座談會13場，活動取得了圓滿成功。
他感謝各市對交流活動的支持和幫助，並期
望青年們，把握機遇，堅定信心，投身大灣
區建設，實現人生價值，做無愧於新時代的
奮發有為青年。
會上，還播放了參加這次考察活動的十三

個考察團的活動短片，並由各市統戰部領導
和總會首長向各團頒發證書。分享會在與會
者的一片掌聲和讚許聲中圓滿結束。

此次活動旨在鼓勵個人及企業重視創新發明，利用專利保護知識
產權，更重要的是把其創新發明加以應用，轉化為產品或科

技，為社會、經濟及人民生活進步作出貢獻。
今年的展覽會參展項目類別非常廣泛，分別有「機械及自動化」、

「電子、電機、電控」、「生物科技包括醫療及健康」、「環保、化
工及能源」、「資訊科技包括電信、互聯網、晶片、軟件等」、「新
材料、光磁學及製造技術」及「創意及產品設計（外形）」共七項類
別。大會並邀請多位大學教授當評審委員，對傑出項目給予金銀銅
獎，予以鼓勵。
是次展覽的開幕禮於10月25日上午舉行，並且獲得FITMI主席李

遠發、香港發明創新總會創會會長呂新榮、FITMI成就大獎籌委會主
席呂偉、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畢堅文、香港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教
授及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呂堅教授，擔任開幕儀式的主禮嘉賓及致歡
迎辭。眾位主禮嘉賓於致辭時，均不約而同地表示，是次展覽有助鼓
勵香港的創新發明，並藉此促進區內的官、產、商、學、研多方面的
交流合作，以達至推動香港乃至亞太區創新發明的交流及發展。

雪肌蘭一直深受各方肯定及鼎力支持，今年繼續氣勢如虹，於「屈臣氏健
康美麗大賞」連續19年衛冕全場唯一最高殊榮「至尊榮譽大獎」，更囊括
多項最高銷量大獎，憑實力彰顯「天然健康食品專家」的卓越領導地位。貼
心、優質的服務，更連年獲頒「專業客戶服務大獎」，驕人成績有目共睹。
「屈臣氏健康美麗大賞」頒獎禮日前假灣仔君悅酒店舉行，雪肌蘭國際集

團主席劉陳小寶與副主席陳細潔出席了盛典。
劉陳小寶表示，雪肌蘭一直以「令您健康」為目標，致力為大家提供一
級、優質的營養補充品，今後，雪肌蘭會繼續肩負「天然健康食品專家」的
責任，成為守護大家健康的最強後盾。陳細潔則指出，雪肌蘭除堅持提供高
效優質的產品外，還着重服務質素，龐大的專業健康團隊定會繼續努力，加
強卓越的管理服務，幫助大家由內至外健康美麗。

日前，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常委譚耀宗
應香港東源同鄉會邀請前往惠州、河源觀
光考察兩日。10月28日由香港東源同鄉會
長程戈、名譽會長陳勇前和秘書長陳勇威
陪同下首先來到譚耀宗的家鄉，惠陽區新
墟鎮香港有利建築公司的工廠參觀考察。
譚耀宗在老闆黃業強陪同參觀後表示，有
利建築是大型有規模先進和自動化及環保
的建築材料生產工廠，設備完善，出品質
量一流，積極培養人材，值得業界借鑑。
在參觀完有利建築之後，直接前往河源東
源縣東海國際新城參觀，並由東源縣委常
委、統戰部部長肖麗花陪同。
晚上，由剛上任的河源市市委常委統戰

部部長葉少軍宴請，他介紹了
河源最新的經濟發展和環境給
譚耀宗一行人，並鼓勵海外河
源鄉親回鄉投資置業，支持家
鄉發展。當晚出席者還包括市
人大常委副主任胡為達，市統
戰部常務副部長丘志軍，市統
戰部處長邱偉琴，東源同鄉會
理事長陳冬梅，東源同鄉會監
事長黃文德。
第二天早上各人前往河源著名的景點野

趣溝登山吸收河源新鮮空氣，在秋高氣爽
天氣下欣賞小橋流水，翠綠巒山，美不勝
收心曠神怡的景色。最後由市政府秘書長

程越華，市僑聯主席李茂輝和市統戰部副
部長譚麗娟以及香港東源同鄉會同仁等共
進午餐，結束了兩天的簡單而極具意義的
旅程。

香港創新科技及製造業聯合總

會（下稱「FITMI」）於10月24

日至26日主辦《2018亞洲國際創

新發明大獎暨展覽會》，並由香

港發明創新總會及中國發明協會

合辦，同時得到香港生產力促進

局作為支持機構，與及有44間包

括政府知識產權署、各間香港大

專院校及各大商會等機構作為支

持單位。是次展覽於香港生產力

促進局的生產力大樓舉行。

FITMI上月辦亞洲國際創新發明大獎暨展覽會

■FITMI主辦的《2018亞洲國際創新發明大獎暨展覽會》隆重舉行

廣東社總舉辦「尋找灣區的商機」總結分享會

■主禮嘉賓和總會首長舉行推桿儀式，標誌著總結分享會
正式開始

■譚耀宗（左七）、葉少軍（左六）、程戈（左五）、
胡為達（左八）、邱志軍（左四）等人共同合影

■雪肌蘭創新紀錄，連續19年榮獲全場最高殊榮「至
尊榮譽大獎」，集團主席劉陳小寶（中）和副主席陳細
潔（右二）深感榮幸。多位影視界人士共同出席頒獎
禮，齊賀雪肌蘭橫掃多個大獎。

雪肌蘭19連勝 獲「至尊榮譽大獎」

東源同鄉會考察河源 譚耀宗應邀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