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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发际线你要避开这些坑
8 月科学流言榜发布
吃狗药能抗癌，空腹吃香蕉有害健康，5G 手机不同
模式有“真假”之分……这些流言可别信。北京科技记者
编辑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共同发布了 8 月
“科学”
流言榜。

流言 1：
NSA 模式的 5G 手机是假 5G，明
年就不能用了

“北京的闫先生今年 40 岁，前几年因为工作压
力大、生活不规律等原因出现了很严重的脱发，这
让他感到痛苦不已，也让他在同事面前很尴尬。犹
豫再三之后，还是选择了植发。”近日，央视财经报
道，目前我国脱发人群超 2.5 亿，平均每 6 人中就有 1
人脱发，日益壮大的脱发人群催生植发行业快速发
展。
据某互联网医美平台的数据显示，植发从年龄
上看主要有两个峰值：一是 23—25 岁，这部分主要
是大学刚毕业、先天性发量不足的人群；另一个是
34—36 岁，这部分主要是关注自身形象且收入稳定
的人群。
这一结果不难理解，对于一抓一大把、洗头掉
一层的脱发现象，很多中老年人都忍受不了，更别
说是年轻人。然而，随着植发越来越受追捧，植发
产业鱼龙混杂，一些误区或谣言也伴随而生，迷惑
民众视线，干扰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

谣言一：
谣言一
：植发麻醉会留下后遗症
不论是后枕部的毛囊供区，还是头部脱发部位
的受区，
“ 动刀”的部位都临近大脑，植发过程中必
然会注射麻药，所以，很多人都会提出疑问：植发麻
醉会不会影响神经、智力？是否有后遗症？
“植发采用的是局部麻醉，并非全身麻醉，不会
对大脑产生影响，常见的风险也仅限于麻药过敏
等，但这些风险会被手术医师控制到最低。”中国医
科大学航空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刘永生说。
据悉，局部麻醉剂是外科手术最常用的局部麻
醉剂，可使机体某一部分的感觉神经传导功能暂时
被阻断，运动神经传导保持完好或同时有程度不等
的被阻滞状态，即意识清醒，但麻醉部位感觉不到
疼痛。而且这种阻滞完全可逆，不产生任何组织损
害。
临床表明，局部麻醉剂一般在体内 5—6 小时就
会被代谢掉，并不会长时间留在身体里。简单的一
次麻醉对大脑不会造成伤害，对人体的损害甚至不
如大量饮酒。也就是说，植发的麻醉后遗症通常不
会比心情不佳时
“喝断片儿”更大。

度，
一次性植发数量应
“适可而止”
。

流 言 ：从 2020 年 起 只 支 持
NSA 模式（即非独立组网）的新 5G
手机将不能获得工信部认证，因此
NSA 模式的 5G 手机是假 5G 手机，
明年就不能用了。
真相：全球通行的 5G 组网模
式分两种——NSA（非独立组网）
和 SA（独立组网）。NSA 技术成熟，
可大面积覆盖；
而SA尚处于试验阶
段，
实现基本覆盖还需要时间。
不发入网许可，并不意味着
NSA 手机不能用了，只不过既联

着 4G 网，又联着 5G 网的 NSA 模
式，对手机电池的消耗较大。建设
初期整体网络部署将以 NSA/SA
共存的模式展开，今年销售的首批
NSA 模式的 5G 手机在未来几年
内都不会受到影响。
专家表示，预计要到明年年
初，我国才会推出支持 SA 组网模
式的手机。对于用户而言，NSA
模式的 5G 手机和 SA 模式的 5G 手
机在高速下载的体验上没有区别，
也不影响使用。

谣言三：
谣言三
：植发可以
“一劳永逸
一劳永逸”
”
“是不是植一次就行了？植发之后还会脱发
吗？”这是医师在接诊过程中，很多人都会问到的问
题。
记者了解到，植发只是改变了毛囊的生长部
位。如果脱发的根本原因没有解决，如疾病尚未调
理好、仍保持熬夜、作息不规律等不良生活作息，植
发之后，
还是有可能导致脱发。
“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先将
原发疾病控制，并将受区部位毛发生长的微环境改
善至正常水平之后，再进行植发。”刘永生指出，毛
囊就像种子，把种子撒下去，如果土壤不行，想长好
“庄稼”，也难。
陈凤超补充道，在“种子”
“土壤”以及生活方式
等“气候环境”都良好的情况下，植发的“成活率”一
般在 90%以上，4—5 天之后便可与周围皮肤组织长
在一起。术后护理也相对简单，4 天之后可轻搓洗
头，一周以后便可正常洗头。辛辣、易过敏食物尽
量避免摄入。但需要注意的是，植发属于医疗美容
的范畴，有植发需求者应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请具
有相应执业资质的医师
“操刀”
。

延伸阅读
“拆西墙补东墙”高质毛囊资源宝贵

“毛发移植实际上是毛囊的移植，类似于‘拆西
墙补东墙’，而人的后枕部位毛囊数量是有限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副
主任医师陈凤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人体几乎所有的皮肤里都遍布毛囊，医师为何
单单“瞄”向后枕部？原因在于，后枕部头皮被认为
是“优势供区”，具有雄激素抗性，其毛囊被种植入
雄激素敏感的秃发区域后仍可保持供区原有毛囊
的遗传特性，因此常被作为植发的
“发源”
。
“临床中，最常见的植发人群包括雄激素性脱
发的男、女性，严重的斑秃患者、烧伤等造成的疤痕
性脱发患者以及毛囊炎等局部炎症引起永久脱发
的人群。”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刘
谣言二：
谣言二
：植发越密越好
永生表示。
市场上植发收费通常按毛囊单位的移植数量
现代毛发移植技术的文献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而定，一般一个毛囊单位的价格为 10 元—20 元不
其真正的发展则开始于 20 世纪中期。目前国际认
等。
“ 我们家的钻头比同类产品更小，植发量更密
可的植发技术主要包括两类：毛囊单位切取技术
集。”某些植发机构为了提高成交价格，通常会“哄” （FUT）和毛囊单位提取技术（FUE）。
客户一次性多移植一些毛囊。例如，通常一次植发
FUT 技术通常在后枕部供区切取长而窄的条
的数量大概在 3000 毛囊单位左右，一次植发的价格
状头皮组织，分段后于显微镜下进行毛囊单位的分
约 3 万元。如果说服客户移植 5000 左右毛囊单位， 离，然后再植入到脱发部位，而后枕部供区则会留
则总价又抬升了 2 万余元。
下一道线性瘢痕。FUT 可以提供更多的毛囊单位，
“植发并非越密越好。因为可供移植的后颈部
因而对于大面积脱发的患者更适用，美中不足的便
毛囊数量有限，每次移植的数量多，可供移植的次
是后颈部的瘢痕。
数就少了。另外，也要顾及脱发部位周围的毛发密
为了改善这一困扰，2002 年，FUE 技术被提出，
度，尽量使移植生长而出的毛发与周围一样，过于
不再需要切下后枕部的大块皮肤，而是利用环钻直
密集或稀疏都会影响美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接进行毛囊单位提取，经分离后再植入脱发部位。
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凤超告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植发中心主任吴文育曾撰
记者。
文表示，临床中一般用直径为 1 毫米或更小的打孔
正常情况下，1 平方厘米的皮肤大约包含 150 毛
器来完成毛囊单位完整提取。该方法创伤小、供区
囊单位，约 400—500 根毛发。皮肤中的毛囊也会存
不用缝合、创口愈合迅速、愈合后瘢痕不易见，适用
在生长期、休眠期等不同的状态，只有生长期的毛
于有瘢痕倾向、头皮张力较大、不愿意接受切取头
囊才会长出我们能肉眼可见的毛发。因此，植发时
皮的患者以及规模较小、人力资源不足的小诊所或
也应顾及到每位植发者受区的毛囊生长状态和密
科室。
（于紫月）

流言 2：
吃
“狗药”
芬苯达唑能抗癌
流言：患者吃“狗药”芬苯达
唑，
两个月肿瘤就消失。
真相：芬苯达唑是一种用于
狗和其它动物驱虫的药物，目前
没有临床研究支持该药能治疗癌
症，现有的一些支持或反对证据
均来自动物实验。
动物实验距离临床试验，乃
至成为药物还有很长的距离。通

过动物实验却没有通过临床试验
的药物数不胜数。芬苯达唑是一
种未经过临床试验的兽药，人吃
兽药本身就存在很大风险。
从动物实验来看，芬苯达唑
的抗癌机制与当前的化疗机制并
没有太大区别，所以仅仅凭借极
少数特殊案例得出所谓治疗有效
的结论，
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流言 3：
空腹不能吃香蕉
流言：香蕉里含有大量的镁，
空腹吃香蕉会导致血液中镁含量
骤然升高，造成人体血液内镁、钙
比例失调，从而对心血管产生抑
制作用，
不利于健康。
真 相 ：香蕉的镁含量确实不
低，
但香蕉中的镁是一点一点地缓
慢进入体内，
而且吸收量有限，
不会
像打针一样瞬间全部进入血液。

而且，镁是人体必需的元素
之一，人体有一套调节镁浓度的
机制。如果人体内的镁浓度不
够，肾脏会加大对原尿的吸收力
度，尽量回收原尿中的镁。反过
来，如果镁浓度过高，肾脏的吸收
就会减少。对于肾脏健康的人来
说，一般不会出现镁缺乏、镁过量
的问题，
所以空腹可以吃香蕉。

流言 4：
一滴血就能检测阿尔茨海默症
流言：现在出现一种新技术，
只要检测一种血液标志物，就可以
检测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
真相：现代病理学研究已证实
β淀粉样蛋白（即 Aβ）和 tau 蛋白
的异常沉积，是阿尔茨海默症的经
典病理表现，并且在患者出现临床
症状之前就已经存在。
最新研究显示，抽血检查 Aβ
40、Aβ42 和 tau 蛋白，能 80%预测
脑脊液异常，而脑脊液异常的患者

是阿尔茨海默症的高危人群。
但能够预测脑脊液异常并不
代表就可以早期诊断阿尔茨海默
症，而且血液标志物检测也没有
在现实临床中使用，依然还是处
于人体临床试验的阶段。总之，
临床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依然是非
常复杂的，需要经过多种检查手
段综合评估判断。目前说通过血
液标志物来筛查阿尔茨海默症还
为时尚早。

流言 5：
甲状腺结节是甲状腺癌的前兆
流言：检查出有甲状腺结节
就是患上甲状腺癌的前兆。
真相：总的来说，大部分甲状
腺结节是良性病变，真正的甲状
腺恶性肿瘤只占很少一部分，甲
状腺结节患者不必过度担心。
甲状腺癌的诊断，主要依靠
触诊、超声、穿刺和术中病理。随
着现代超声技术分辨率的不断提
高，越来越多隐匿性很强的甲状
腺乳头状微小癌都能被发现，大
部分甲状腺癌经过科学规范的治
疗可以被治愈。

不过，甲状腺结节虽不用过
度担心，但也不可掉以轻心，需要
尽早到正规医院进行明确诊断，
以免延误病情，错过治疗的“黄金
时间”
。
另外，专家提醒，由于甲状腺
癌早期通常无明显症状，很难被
觉察，如果出现结节突然增大、吞
咽困难、结节附近组织发生粘连
等症状，应进行全面的甲状腺功
能检测，对结节进行判断，对难以
辨别的结节，应每隔 6 到 12 个月
定期检查一次。 （柯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