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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脐带血到底值不值？

有时候，我们能看到这样的报道：某小朋友患上了严重的血液病，

而父母又为他生了弟弟或者妹妹，之后采集脐带血最终挽救了他。脐

带血竟然能救命，到底要不要存？

脐带血是什么？

宝宝出生时剪断脐带之后，还会有一部分的血液留在脐带里，这

就是脐带血。脐带血含有一些造血干细胞，可以通过干细胞移植来治

疗多种疾病。1988 年，首例脐带血干细胞移植成功。之后的十多年

里，又成功移植了 7000 多例。可以说，这一方法给很多代谢性疾病、

血液疾病、免疫性疾病等患者带来了希望。

于是，越来越多的脐带血被保存起来。这些脐带血被采集起来，

形成一个脐血库，当有患者需要的时候，就从库里寻找合适的造血干

细胞配型。

但是，和普通输血配型相比，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配型要困难得多。

因此，有人开始考虑能否把自己孩子的脐带血保留下来，万一要用，

配型成功的概率会明显高很多。

自体脐带血保存后就能用吗？

到这里，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但是，脐带血的保存是

个大问题。如果是脐血库，只要配型成功，血就可以拿来用。但自体

保存的脐带血却不一定，因为它可能要保存很长时间。以目前的研究

来看，远期保存脐带血的价值还没有得到非常确切的验证。可能你保

存了十几年的血，虽然配型没问题，但到了那个时候，这些血可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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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不能用了。

而且，花了钱保存自体脐带血，也不是 100% 都能拿来用——这

真不是“花钱买心安”那么简单。

用脐带血自救的机会有多大？

个人自体脐带血是有可能救命的，但是，可能性非常低！就是说

你花了很多钱，自体保存脐带血这么多年，真正能帮上你的可能性却

微乎其微。

首先，能够用脐带血中的干细胞来治疗的疾病就比较少，其中大

部分都是一些罕见的疾病。比如有些特定类型的白血病，的确可以通

过干细胞移植来治疗，但你自己的干细胞也许不一定能用，因为有些

白血病的病因就是染色体或者基因的异常，如果你的干细胞本来就存

在问题，移植了当然也没有用。

其实不光是白血病，很多其他疾病本身都可能是遗传相关的，只

要是基因有问题，那么自体保存的干细胞也派不上用场。另外，脐带

血中干细胞的数量比较少，有些情况下都不足够用来治愈疾病。

专家们怎么说？

美国妇产科学会的专家认为，当产妇咨询关于脐血捐献或者自体

保存时，医生应明确告知相关信息，尤其是自体保存的脐带血真正能

够派上用场的机会很小，不超过 1/2700。

世界骨髓捐献协会、美国儿科协会以及欧盟都不鼓励普通人保存

脐带血作为“生命保险”。美国家庭医生学会也提醒大家，出生时采

集的脐带血包含的干细胞，仅够儿童和青少年在某些疾病治疗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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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年人则需要更多。

温馨提醒

储存脐带血，一定要找具备资质的储存单位。脐带血必须储存在

合法的、具备资质的脐血库才能得到权益保障。

脐血库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的特殊血站，通过执业

验收获得《血站执业许可证》，才能开展相关脐带血采供业务，一省

一库，严禁跨地区非法采血。根据卫计委的规定，开展脐带血造血干

细胞治疗技术的医疗机构应该与其功能、任务相适应，且必须确保有

合法的干细胞来源，只能接受正规脐血库提供的干细胞。

目前，符合相关规定的机构，全国只有北京、天津、山东、上海、

浙江、广东、四川 7家脐血库。浙江唯一一家被国家批准的，就是浙

江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

沈娅瑜综合编辑

全球十大环境热点评选揭晓

《巴黎气候协定》居首位

1 月 22 日，由《世界环境》杂志评选的“2015 年度全球十大环

境热点”在北京揭晓。其中，“气候变化”关键词持续升温。巴黎气

候大会达成《巴黎气候协定》居首位，“中国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

色预警”榜上有名。

此次评选涵盖了 2015 年度全球环境领域最主要的话题，涉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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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若干重要领域。

十大环境热点包括“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巴黎气候协定》”、“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美国《清洁电力

计划》遭国会否决后逆转生效”、“中国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

警”、“中美两国携手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中国开始实施‘史上

最严’新环保法”、“保护臭氧层 30 周年取得显著成效”、“中国

可再生能源投资连续 2年超欧美，保持全球第一”、“春季樱花冬季

盛开，美国东部十余州现罕见冬季高温”、“NASA 雾霾报告指出中

国空气污染依然严重，但局部地区有所改善”。

《世界环境》杂志社长兼总编辑贾峰表示，总结和盘点 2015 年

度全球十大环境热点，虽然全球环境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国际社会共

同应对环境问题的决心更加明朗，绿色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共

识。期待在 2016 年世界各国能进一步形成合力，共同建设一个美好

的世界。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表示，

《巴黎气候协定》列居“全球十大环境热点”之首，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该协定的达成，传递出全球将实现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

续发展的强烈信号。《巴黎气候协定》规范了世界今后的环境秩序，

会逐渐成为全球发展的共识，并将会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重大的影

响。

钱晶晶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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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非洲危害更大

世界最大沙漠湖泊萎缩

位于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是全球最大的碱性湖泊，形成于几

千万年前，因附近出土过已知最早的人类化石而被成为“人类的摇

篮”，碧绿的湖面为周遭的生态系统提供滋养，包括人类。

过去几十年里，图尔卡纳西北部的降水量一直在减少，而且旱情

正在逐步加剧，不少为附近居民和动物提供饮用水的河流也几近干

涸。

多数政治家、环保人士和学者口中的气候变化，此刻正在这片非

洲土地上真实地上演。

2015 年 12 月 12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二十一次大会（COP21）在法国巴黎闭幕，195 个缔约方国家通过了

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根据协定，各方同意共同努力，将全球平均

气温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 2℃以内，并力争限定在 1.5℃

以内。

科学家相信，即便全球各国都能充分履行在巴黎气候变化会议上

达成的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全球变暖的趋势可能仍将持续。

联合国估计，非洲将会比世界其他地区更早经受气候变化的影

响，而且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

背后的原因不止一个。非洲本身天然就是一个受制于极端气候的

地区，大陆上 2/3 的区域都被沙漠和旱地覆盖。同时，非洲人也严重

依赖自然资源。世界银行统计，大约 70%的非洲人口靠雨养农业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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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然原因，经济情况也是非洲难以抵御气候变化的重要因

素，非洲多国由于贫困而难以负担帮助民众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投

入，比如建设更节水高效的灌溉系统等。

对非洲来说，温度升高的影响尤为严重。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的数据显示，非洲大部分地区在过去的 50~100 年间温度上

升了至少 0.5 摄氏度，并且未来也将会以超出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快

速升温。该组织预计，到了本世纪中叶，气候变化将导致撒哈拉以南

非洲的主要谷物收成降低超过 20%以上。

图尔卡纳湖周边地区长期苦于周期性干旱，多年来，湖面或升或

降，但是，越发令人琢磨不定的降水量波动逐渐引发了科学家的担忧，

认为这是由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影响。

科学界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界定不一。在一些地区，气候变

化的影响表现为干旱面积扩大，在另外一些地区则是洪涝灾害频发，

或者由于气候升高导致冰川消融，最终引起海平面上升。

加州大学的研究数据显示，从 1940 年至今，随着温度逐步上升，

图尔卡纳地区的降水下降了 25%。肯尼亚政府的检测数据也显示，图

尔卡纳在 1967 年至 2012 年间温度上升了 3.6 到 5.4 华氏度。

皮尤研究中心 11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非洲地区的肯尼亚、埃塞

俄比亚、乌干达、拉丁美洲的巴西和秘鲁、南亚的印度，以及一些太

平洋的小岛，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欧

洲、北美、澳大利亚、中国和俄罗斯则是相对受影响较小的国家和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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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调查显示，在针对干旱、极端天气（洪涝），温度升高和海平

面上升四个维度的评估中，大多数地区对干旱和缺水表示了更多的担

忧，尤其是拉丁美洲和非洲，洪涝灾害则是亚太地区的主要担忧，除

干旱以外，中东地区还在意气温上升。在民意上，拉丁美洲对气候变

化和将对个人产生的影响最为关切，其次就是非洲国家。

此外，气候变化还在一些微观层面对人类的活动造成影响，比如，

世卫组织的报告显示，类似近日在拉美爆发的寨卡病毒在内的大多数

流行病毒只能在 16到 38 摄氏度的温度内进行传播，而全球气候变化

导致的气温上升可能会扩大蚊子生存的地区范围。

令环保主义者感到兴奋的是，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之后，很多致

力于控制气候变化的环保组织和基金会纷纷付诸行动。

就在 1 月 29 日，超过 500 个投资者、养老基金经理、银行家和

高管在纽约的气候风险投资者峰会上表达了对控制气候变化努力的

决心。类似这样的倡议活动未来也将更多地出现。

据估算，为实现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目标，全球至少需要在未来

25年里向可再生能源、电池存储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投资 12

万亿美元。

韩俊综合编辑，内容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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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成为抑制下一个冰河时期到来

的地质力量

德国波茨坦气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表在最近一期《自然》杂志

上的研究表明，日照和二氧化碳浓度的关系是地球历史上 8个冰河期

轮回的关键标准，人类已经变成抑制下一个冰河期到来的地质力量。

研究还表明，人类对地球天然碳平衡的干扰可能将下一个冰河期推迟

10万年。

论文第一作者安德鲁·甘诺珀尔斯基认为，即使没有人为影响的

气候变化，下一个冰河期的到来也不会早于 5 万年后。然而，研究显

示，从人为燃烧石油、煤和天然气中排放的相对温和增加的二氧化碳，

足以将下一个冰河期再推迟 5万年。

这是第一次通过量化关键因素来研究过去的 8个冰河期轮回。甘

诺珀尔斯基说，结果显示，夏日光照和大气二氧化碳之间的独特关系，

不仅解释了其与大规模冰川增长之间的关系，还让研究人员能预料未

来冰河期到来的可能性。

利用模拟大气、海洋、冰盖和全球碳循环的地球系统模型，研究

人员分析了人类进一步排放二氧化碳对于北半球冰量的影响。对冰河

期轮回的动力源研究是最令人兴奋的古气候学话题之一，通常，一个

新冰河期开始的标志，是夏季超低的辐射量。但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

新的冰河期已开始。

“冰河期塑造了全球环境，进而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比如说，

上个冰河期雕琢了今日的风景，留下了峡湾和湖泊河流。”论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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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汉斯·乔奇姆·斯琪尔胡伯说，“然而，今天人类的化石燃料排放

决定了这颗星球的未来。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人类本身已经成为一种

地质作用力。”

胡周颖综合编辑

过期牛奶的妙用

牛奶在开启包装以后，如放置时间过长，就会变质且不能食用，

倒了又觉得挺可惜的，别着急，过期变质的牛奶依然有利用价值。

1、擦拭复合木地板

在擦木地板时，先把过期的牛奶倒入脸盆中，然后加两倍的水稀

释，再把抹布蘸湿后拧干，就可以擦地板了。如果过期的牛奶数量比

较多，可以一周用牛奶擦一次。过期发酸的牛奶要用清水稀释后，再

洒到复合木地板上用拖把擦拭，地板可光亮如新。因为牛奶过期后味

道会变酸，增加了牛奶中的乳酸含量。而乳酸是一种天然的去污剂，

可以清理木地板。另外牛奶中含有蛋白质和脂肪等物质，可以在木地

板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仅让木地板光亮如新，而且能保护地板表层，

减少磨损及划伤。牛奶中的油脂还有利用地板保持原有的色泽，不易

脱色、变色，也不容易让地板变形。

2、擦拭皮鞋

清除鞋面上的污垢，用纱布蘸取过期牛奶均匀的涂抹在鞋面上，

干了以后再用干布擦拭，鞋面就可以光亮如新了，而且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防止皮面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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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去衣服上的墨迹

用清水把衣服清洗干净,再倒入过期发酸的牛奶轻轻搓洗,就可

以除去衣服上的墨迹。

4、润肤美容

过期牛奶会产生乳酸，可以软化角质，具有保湿的作用，所以可

用过期的牛奶敷脸、洗脸、润肤。如果是脸部护理，可以直接用它来

敷脸，如果担心过敏也可以先进行皮试。如果是全身护理，可先用牛

奶涂抹全身 5 至 10 分钟，然后再洗浴，润肤效果很好。但必须注意

的是，牛奶只能是刚刚过期而没有发生变质的。

5、浇花

如果过期牛奶已经有了

明显的酸腐味,这时可以用

它来浇花。可以在花土中间

挖一个小坑,把牛奶埋进去，

这样就不会有难闻的气味

了。需要注意的是，牛奶不

能太多，一个月左右才可以

用第二次。

6、做鱼饵

发酵变酸的牛奶是做鱼饵最好的添加剂，喜欢钓鱼的朋友可以用

酸牛奶拌糟食，这是草鱼最喜欢的饵料。

7、除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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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酸腐牛奶（或在牛奶中加一些醋）用来浸泡银器，可去除银器

表面的锈斑和污点。浸泡后冲洗干净，擦干即可。它还可以用来给家

具抛光，在深入滋润木材的同时，其酸性成分还能去除灰尘和污垢，

效果很好。

8、修复瓷器裂痕

如果瓷器出现了细微的裂缝，可以把它放在锅里，倒入牛奶浸泡，

加热煮沸，然后关小火，细火煨 45分钟，牛奶中的蛋白质会与瓷器

中的黏土相结合，把裂缝修补好。

9、去除油渍

修理完汽车后，双手会沾有油渍、尘土。将燕麦和牛奶混合制成

糊状，擦双手，能去除污垢，又能滋润双手，让手部更加柔软、细嫩。

10、护发

把过期的酸奶加水稍加稀释一下，然后像护发素一样把它均匀地

抹在洗过的湿发上，稍加按摩后用清水洗去，会使头发润滑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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