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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员 衣晓峰 徐 旭
本报记者 李丽云

◎新华社记者 黄 筱 侠 克 帅 才

“五一”假期将至，看电影会是很多人选择的

休闲活动。不过，这个小长假，当你走进电影院，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熟面孔——电影《你好，李焕

英》。这部今年春节期间亮相的影片，将延长上映

至 5月 12日。

影片讲述了刚考上大学的女孩贾晓玲意外穿

越回上世纪 80 年代，与年轻时的妈妈李焕英意外

相遇，二人形影不离，上演了一个又一个让人笑中

带泪的故事。

那么问题来了，贾晓玲究竟是怎么穿越回去

的？

关于时空穿越，学界与民间流传着诸多假说，

全世界科学家也一直在努力探究其真实性。科学

的进步离不开大胆的假设，本期生活版就带您盘

点一下那些“时空穿越术”。

◎本报记者 张 蕴

在很多科幻电影中，时光旅行者都是通过时

间机器打开一条能够穿越时空的隧道，但是无法

确定到达的地点是哪里。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其研究生涯中提出的最

大胆的预言就是时空穿梭。他认为，人类可以借

助宇宙中的某些特定环境，实现时空穿梭，可以自

由地回到过去，也可以去往未来。而他所说的特

定环境就是黑洞，这便是著名的黑洞假说。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也提出，人类通过黑

洞就可以实现时空穿越。霍金认为，超大黑洞就

是一部天然的时间机器，在黑洞周围时间会变慢，

至少比地球要慢两倍。

爱因斯坦曾在广义相对论中预言重力可让时

间流逝的速度变慢，黑洞的重力异常强大，因此在

黑洞表面，时间相对于地球来说，几近停滞。

不过，对此美国学者早已进行过多项相关实

验，却未曾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有学者指出，

人在进入黑洞后，很可能被撕得四分五裂。

假说一：黑洞穿越

多年来，在许多科幻小说和电影中，男女主角

都是借助虫洞实现时空穿梭的。

1935年，爱因斯坦和物理学家内森·罗森依据

广义相对论提出宇宙中存在一种特殊的通道，即

“爱因斯坦-罗森桥”（虫洞）。虫洞连接着两个不

同时空中的点，我们可以通过穿越虫洞的方式实

现时空转移。

想借助虫洞穿越时空并非易事，一方面，虫

洞存在与否这一问题本身没有得到解决，我们

也不知道虫洞具体身在何处；另一方面，即便找

到了虫洞，在穿越虫洞时还要面临许多未知的

挑战。最大的问题就是虫洞的稳定性难以保证。

美国俄勒冈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史蒂芬·许表示，

稳定虫洞需要某种非常特殊的物质，但目前尚不

清楚这种物质是否存在于宇宙中。除此之外，穿

越者还要面临高辐射以及异物接触的风险。

“借助可穿越的虫洞进入未来或回到过去，这

并非易事，因为将虫洞转变成时间机器需要付出

很大的努力，要摆脱虫洞也异常艰难。”美国天体

物理学家埃里克·戴维斯说。

“虫洞和时间机器一样，只是一个概念。”南京

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狄云松认

为，目前学术界对于时空关系尚无严格定论，虫洞

这一理论提出后，想要对其进行验证需要借助工

程实验，而人类还不具备条件对这一假想进行工

程论证。

假说二：虫洞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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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超越光速就可以回到过

去，这是真的吗？

超光速，是指物体运动速度超过光的极限速

度。光的速度接近 30 万千米/秒，相当于高铁速

度的 360 万倍。根据狭义相对论的钟慢效应，速

度越快、时间越慢。因此有人认为，若速度超过

光速，时间就会停止。

2011 年 9 月，有国外科研团队宣布探测到μ

中微子超光速现象。当时，一些人据此提出，如

果该实验结果为真，穿越时空就不再是科幻情

节，但是国内不少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

“即便这一发现今后被科学家的实验证明是

正确的，也只是为时光穿越提供了可能。”中国科

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中微子研究专家曹俊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霍金在其所写的《时间简史》中提到，即使物

体运动速度真能超过光速，也不可能实现时空穿

越。时间倒流只是一个假象，超光速事件将引起

时间和空间一系列量子力学上的反应，最终使得

穿越时空无法实现。

不少学者都认为，即便有一天真的可以超

越光速，所谓的时光倒流也只是在相对论下的

一种理论推测，现在还无法证实这种推测是否

成立。

假说三：超光速穿越

“五一”小长假将至，不少人早就做了安排，准

备开车、坐火车或乘飞机去外地旅游。但遗憾的

是，生活中有一部分人，他们饱受晕车、晕船、晕机

之苦，轻的头晕、恶心，重的五脏六腑“翻江倒海”，

甚至出现虚脱和休克等症状。这在医学上被称为

晕动症，也叫运动病。

那么，什么是晕动症？其发病原因是什么？

相关治疗方法有哪些？对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了相关专家，为读者逐一进行解答。

主要表现是恶心和呕吐

“晕动症是汽车、轮船或飞机运动时所产生的

颠簸、摇摆和旋转等形式的加速运动，刺激人体的

前庭神经而引发的疾病。根据乘坐交通工具的不

同，晕动症又被分为晕机症、晕车症、晕船症等。”

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谢春成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乘车为例，在车辆急刹、急

转弯时，该病患者的症状会加重，下车休息片刻

后，症状可逐渐减轻。

“晕动症主要的临床表现是恶心和呕吐。”谢

春成表示，人群中约有 1/3的人因晕动症出行受到

严重影响。据统计，有多达 2/3 的人在乘坐汽车

时，至少出现过 1 次晕车症状，坐在后排座位上的

人尤为明显。

国外资料显示，在年轻群体中，特别是 6 至

12 岁的儿童，出现晕车的情况非常普遍。随着前

庭功能的逐步完善，孩子晕车的症状会越来越

轻，以至消失。另外，相比男性，女性患晕动症的

几率更高。

偏头痛患者更易得晕动症

谢春成介绍，临床上依据症状的严重程度，通

常将晕动症分为轻度、中度、重度 3 类。轻度患者

多表现为咽部不适、唾液增多、疲乏、嗜睡；中度患

者多表现为恶心、呕吐、面色苍白、浑身冷汗；重度

患者则会心慌、胸闷、四肢冰凉、表情淡漠、唇干舌

燥、精神抑郁，甚者伴有脱水、水电解质紊乱等。

那么，晕动症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内耳前庭器是人体平衡感受器官，它包括三

对半规管和前庭的椭圆囊和球囊，可感受各种特

定运动状态的刺激。当汽车启动、加减速和刹车

时，这些刺激使前庭椭圆囊和球囊的囊斑毛细胞

产生形变放电，并向神经中枢传递。这些前庭电

信号的产生、传递若在一定限度和时间内，就不会

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但每个人对刺激的耐受程

度不同，如果刺激超过了限度，有些人就要出现晕

动症症状。每个人耐受性差别非常大，这除了与

遗传因素有关外，还受视觉、个体体质、精神状态

以及客观环境（如空气异味）等因素的影响，因此

在相同的客观条件下，只有部分人会出现晕动症

症状。

谢春成介绍，晕动症的发生也与振荡频率有

关，患者的恶心程度会随着振荡强度的增加而增

加。当乘客处在 0.2赫兹左右的低频运动状态时，

其恶心程度达到峰值。而一般的交通工具，如汽

车、轮船、飞机等，其颠簸频率往往就是在 0.2赫兹

左右，但在骑马、步行、跑步时，人体的震动频率通

常高于 1赫兹，所以一般不会发生晕动症。

此外，偏头痛患者更易被晕动症“纠缠”。谢

春成指出，在偏头痛患者群体中，同时伴发晕动症

的比例高达 40%到 70%。

出发前不宜吃得过饱

目前，针对晕动症的治疗方法主要有以下 3

种：第一种是口服西药，如晕海宁、乘晕宁、抗眩

啶、胃复安等；第二种是采用中医方法，喝生姜水、

陈皮水等，同时配以针灸疗法、穴位按压；第三种

是对患者进行适应性训练，例如让晕船症患者反

复多次乘船，使机体逐渐适应这种运动状态。

在积极采取上述治疗手段的同时，晕动症患

者在出行前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对此，谢

春成为晕动症患者提出了如下建议：

首先，在出发前 2 小时，晕动症患者宜吃易消

化、少油腻的食物，不宜吃得过饱。

其次，在乘坐车、船时，为避免低频运动的干

扰，晕动症患者应尽量坐在船头区域或车辆的前

排座位。在车、船行进时，不宜读书、看报、玩手

机，要尽量向前看，注视地平线或远方，以减轻晕

眩感。同时，要避免焦虑和担忧的情绪，此时可欣

赏音乐或和亲友聊天。

最后，登上车、船前，晕动症患者可将一片鲜

姜片，贴在肚脐处，用医用胶布将其固定好，到达

目的地后再取下丢掉。出发前饮用 1杯浓茶，或喝

1小杯加醋的温开水，也会有一定防晕效果。

此外，轻度不适者还可在前额、鼻唇间的人中

处，涂上少许清凉油或薄荷油。

掌握这些方法，晕车党小长假也能愉快出行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人患绝症去世后，可以

将遗体先冷冻起来，等到未来能够治疗这种疾病

的时候再将其解冻，这样不仅可以将绝症治好，还

能够“穿越”到未来。从某种角度来看，人体冷冻

也算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方法。

目前，人体冷冻分为两种，一种是大脑冷冻，

另一种则是人们熟知的全身冷冻。

1967年，72岁高龄的詹姆斯·贝德福德因胃癌

去世，家人们按照其遗嘱将他冷冻起来，期望未来

能够找到复活的契机，而他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

冷冻人。直到现在，詹姆斯·贝德福德的身体依然

处于冷冻状态，因为现代科技无法做到令其复活。

从理论上来看，使用冷冻方法有可能给人带

来生的希望，毕竟人类科技发展速度非常快，当未

来医疗技术极为先进之后，这些冷冻人经过解冻

治疗之后，也许就能“复活”。

2017 年，因罹患肺癌去世的展文莲成为首个

在中国本土被冷冻并等待复活的“病人”。对于引

发大众质疑和争议的冷冻人技术，本报曾撰文做

过深度报道。

一些人认为，“冷冻人类以待复活”系伪科学；

还有人认为，和试管技术、克隆技术相似，假以时

日，冷冻人体复活也会走向成熟。

该领域科学家魏晓曦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低温环境可有效降低化学反应速率，从而延续生

命。人体冷冻不是伪科学，它从理论上经得起推敲。

不过，不少专家对冷冻人体持否定态度。中

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静曾表示，现

在能成功实施低温保存的，只有相对简单的生物

学对象，连人体器官的低温冻存都非常困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低温医学与医学微系统实

验室研究人员苑福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

示，现阶段低温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技术，还无法

做到人体的无损冷冻和无损复温，国际上目前比

较成熟的技术也只能做到细胞尺度，而小型器官

的冷冻保存技术依旧在探索研究之中，现今尚没

有成熟的技术可以实现器官的完美低温保存，更

不用说是针对人体了。

假说四：冷冻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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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接种是预防控制乃至消灭传染病最为经济有效的方法，也

是增强儿童抵抗力、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在预防

接种的道路上，不少家长却存在误区、走了弯路。专家表示，家长应

及时了解疫苗接种的相关问题，确保孩子科学接种，避免以下误区。

误区一：接种了疫苗就肯定不会
患病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保健科主任王琳提示，疫苗只

对特异性病原体类别预防，不包括所有的型别。预防接种虽可以

保护绝大多数人避免发病，但任何疫苗的保护率都不是 100％。

此外部分接种者可能会由于个体的特殊原因，如免疫应答能力低

下等因素，导致接种后疫苗免疫失败。

误区二：疫苗都必须严格按规定日
期接种

很多疫苗都需要多剂次接种，在说明书中通常会明确不同针

次之间的时间间隔。“这个间隔是最短需要间隔的时间，即不能提

前接种，但稍微推迟是可以的。如能完全按照时间间隔接种是最

佳，有些孩子在规定的时间点可能正好身体状况不佳，不适宜接

种，推迟相应针次的接种也是不影响接种效果的。”浙江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吕华坤说。

王琳表示，目前认为疫苗短期延期或不同疫苗间隔程序对疫

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如果长期延迟或未完成全

程免疫程序，可能导致免疫失败。

误区三：免疫规划疫苗是国家规定
的疫苗，一定比非免疫规划疫苗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疫苗分为两类：免疫规划

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为保障儿童的健康成长，我国以法律形

式规定国家实行免疫规划制度。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

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并且

可以自愿自费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

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哪个更好呢？杭州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所长刘艳表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

划疫苗对于疾病防控同等重要。

王琳提到，一类疫苗是国家规划免疫接种的，必须要接种；二

类疫苗是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有效补充，所预防的都是一些常见

疾病，如水痘疫苗、肺炎球菌疫苗、轮状病毒疫苗等。

误区四：接种疫苗有副反应，疫苗能
不打就不打

疫苗作为一种抗原进入机体后，机体会产生一系列反应，起到

预防疾病的作用。在数以亿计的接种人群中，预防接种后的副反应

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却非常罕见，且大多数反应是轻微一过性反应。

刘艳表示，接种疫苗一方面可以通过自身产生抗体来直接保

护自己，另一方面通过人群大规模接种，能够建立免疫屏障，防止

疾病在人群中的传播，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副主任马扬说，疫苗接种完毕后，家长

要注意按压接种部位至医生规定时间，同时在规定区域休息留观

半小时，观察孩子的体温、精神状态、接种部位情况等。

误区五：孩子是过敏性体质，不能接
种疫苗

通常疫苗都有接种禁忌症，如果在接种疫苗时有相应禁忌症

就不适合接种。但禁忌症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暂缓接种，一种是

绝对禁忌接种。

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副主任赵莎表示，家长应该确保

孩子在健康的状况下进行疫苗接种，如果孩子出现了发热、急性腹

泻、严重湿疹等症状时，一定要暂缓接种。

绝对禁忌症则更有特异性，如鸡蛋过敏不适宜接种流感疫苗，

具体疫苗的禁忌症要以疫苗说明书为准。

专家提醒，所谓“过敏性体质”不是疫苗接种的禁忌症。对已

知疫苗成分严重过敏或既往因接种疫苗发生喉头水肿、过敏性休

克及其他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的，禁忌继续接种同种疫苗。但还

需注意部分疫苗有特殊禁忌，如流感疫苗可能存在微量的鸡胚蛋

白，所以对鸡蛋过敏的人不能接种流感疫苗。家长可在接种疫苗

前咨询接种医师。

误区六：有些疾病越来越少，就没有
必要预防接种了

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科急诊主任曾赛珍指出，有些家长认为部

分疾病，例如脊髓灰质炎病例逐步减少，孩子就不需要接种该疫苗

了，这是不对的。

小儿麻痹症学名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

性肠道传染病。随着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率提高，报告发病率逐

年下降。专家提醒，家长不要盲目停止给儿童接种疫苗，以免出现

传染病感染率回潮。

给孩子接种疫苗

要避免这六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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