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 《癌症流行病学， 生物
标记与预防》 杂志刊登一项新研
究发现， 有牙病的绝经妇女比没
有牙病的绝经妇女更可能罹患乳
腺癌。

纽约布法罗大学研究员乔·弗
洛登黑姆教授及其研究小组对参加
美国妇女健康倡议研究的 7.3 万名
绝经妇女展开了乳腺癌发病情况跟
踪调查和梳理分析。 结果发现， 与

没有牙病的参试妇女相比， 有牙病
的妇女罹患乳腺癌的风险增加 14%。

弗洛登黑姆教授表示， 新研
究发现， 牙病会增加乳腺癌风险，
其原因是细菌进入身体循环系统，
并最终增加乳腺组织癌变风险 。
因此， 保持口腔卫生， 护牙洁齿，
不仅关系到美观和全身健康， 而
且可降低乳腺癌风险。

陈宗伦

美国心脏协会奥兰多年会上
宣布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即使中
老年才开始运动， 也仍然可以降
低心脏衰竭 （心衰） 风险， 适度
运动有助于预防心衰。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
院高级研究员、 预防心脏病学助
理教授奇亚达·努米勒博士及其
同事， 对美国一项为期 20 年有
关衰老与心脏病的政府研究涉及
的大约 1.1 万名男女参试者的运
动习惯展开了研究， 参试者年龄
在 45 岁至 65 岁之间。

结果发现， 与 2 次评估中都
表现不爱运动的参试者相比， 达
到或超过 “每周中等强度运动
150 分钟或高强度运动 75 分钟”
推荐运动量的参试者心衰风险降
低 33%。 经常运动但尚未达标推
荐运动量的参试者心衰风险降低
20%。 新研究还发现， 在一些不
爱运动的参试者中， 如果在某段
时间达到推荐运动量， 那么其心
衰风险会降低 22%。 不爱运动的
参试者如果每周步行 30 分钟 ，
那么其心衰风险则可降低 12%。

努米勒博士表示， 新研究表
明 ， 适度运动有益改善心脏健
康， 降低心衰风险。 即使是不爱
运动的人群， 少量运动也可降低
心衰发病几率。 而且， 运动从来
不言迟。

徐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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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癌患者体表的癌细胞正在
如何变化？ 要是能直观地看到这些
“原生态” 癌细胞就好了。 为了实
现这一愿望， 日本研究人员开发出
一种癌细胞可视化技术， 有助于直
接分析患者体表组织内的癌细胞。

大阪大学石井优教授领导的研
究团队开发出的这一技术， 借助能
标识癌细胞的荧光分子， 利用特殊
的显微镜进行观察， 不仅能从皮肤
上发现癌细胞， 还能揭示癌细胞的
恶性程度。

研究小组注意到， 每种癌细胞
都有易与其结合的抗体， 如果给这

些抗体附加上荧光分子， 在皮肤表
面用显微镜进行观察， 就有望看到
一个个癌细胞。

在另一项实验中， 研究小组在
老鼠皮下植入乳腺癌细胞， 然后给
易与乳腺癌细胞结合的抗体 “加
挂” 荧光分子 ， 再注射到老鼠体
内， 结果从老鼠体表成功观察到其
皮下的乳腺癌细胞。

研究小组认为， 如果能观察到
癌细胞的形状和活动， 通过与癌组
织资料比对， 就可以评估肿瘤的恶
性程度。 目前， 诊断癌症时常需切
片采集癌组织并通过显微镜观察，

但如果操作不当， 这会导致肿瘤扩
大。 而利用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进行诊断时， 则容易遗漏转
移的小病灶， 并且无法判断癌细胞
是否容易转移。

这一研究小组说， 他们今后准
备对皮肤癌、 乳腺癌等位于身体表
面的癌症继续开展研究， 争取在 5
年内制作出检测仪器样机， 此外还
打算结合内窥镜技术， 将这种观察
癌细胞的新方法用于诊断胃癌、 肺
癌等体内深处的癌症， 力争 10 年
后达到实用化水平。

蓝建中

■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近日公
布了其新开发的一种药丸摄像头。
与普通药丸摄像头相比， 其内含
的微型荧光成像设备可精确扫描
肠道肿瘤。 这种摄像头虽然微小，
但拥有足够的能量对人体整个胃
肠道开展长达 14小时的成像扫描。

张家伟
■ 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

（TSRI） 科学家的一项研究表明，
一生长调节因子可作为乳腺癌的
全新治疗靶点， 且使用一种被称
为 SR-3029 的实验室化合物可显
著抑制肿瘤生长。

房琳琳
■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

医院泌尿外科近日成功完成黑龙
江省首例 3D 打印技术辅助下精准
肾癌手术治疗， 此举终结了肾癌
基本全切除的时代。

刘宇 李丽云
■ 香菜 （也称芫荽） 是人们

最熟悉的提味蔬菜。 巴西里约热
内卢联邦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香菜不但能够使饭菜更香， 还可
以改善大脑活动。 香菜中的一种
天然黄酮类物质芹菜素可触发大
脑细胞形成， 增强脑细胞之间的
联系， 改善大脑功能， 巩固和提
高记忆和学习能力。

陈希

形容受到惊吓时， 人们有时
会用 “血液都凝固了” 这种说法。
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研究人员
说， 其实这句话有一定科学道理。

研究人员找来 24 名未满 30 岁
的健康成年人， 让其中 14 人先看
美国恐怖片 《潜伏》， 一周后在相
同时间、 环境下看一部有关香槟

的纪录片。 另外 16 人观看影片的
顺序正好相反 。 研究人员会在观
影前后给志愿者抽血。 在考虑了
生活方式、 对恐怖片接受程度等
因素后 ， 研究人员发现， 恐怖片
会让血液中的凝血因子 VIII 水平
增加 57%， 而纪录片会让凝血因
子 VIII 减少 86%。

不过 ， 恐怖片不会令其他凝
血因子水平上升 ， 也就是说 ， 不
会导致真正的血液凝结。 研究人
员解释说， 从进化角度来讲 ， 受
到巨大惊吓时凝血因子水平上升
有一定好处， 可以在危急时刻减
少身体出血。

荆晶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 如果肠
道菌群健康， 睡梦中就能正常燃
烧脂肪， 防止发胖。

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和
泌尿学教授约翰·柯比带领研究小
组关注服用利培酮的患者缘何会
发胖。 利培酮用于治疗成人和儿
童的精神疾病， 譬如孤独症、 抑
郁狂躁型忧郁症、 精神分裂症等，
长期服用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发胖。

研究人员在小鼠实验中发现，
服用利培酮的一组小鼠， 2 个月后
体重增加 10%； 再与对照组一比，
利培酮明显改变了小鼠的肠道菌
群构成， 从而减缓了小鼠的静息
代谢率， 造成体重增加。

所谓静息代谢率就是测定维
持机体正常功能和体内稳态， 再
加上交感神经系统活动所消耗的
能量。 随后， 研究人员把利培酮
服用组小鼠的肠道菌群移至对照
组， 结果， 对照组小鼠出现同样
的静息代谢率减缓、 体重增加。

研究人员还发现， 肠道细菌
并非产生这一变化的唯一推手 ，
肠道内一种 “捕食 ” 细菌的病
毒———噬菌体也会减缓静息代谢
率。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写道， 这
些发现显示， 通过改变肠道微生
物来调整静息代谢率或许可以成
为治疗肥胖症的新方法。

黄敏

睡梦中
能燃烧脂肪

看恐怖片真能让你“血液凝固”

一项新研究显示， 冥想的确能
够锻炼大脑的思维。 研究人员发
现， 只进行简单的冥想训练技巧，
如专注于呼吸， 就有助于建立脑部
密集的灰质部分， 而此部分与学
习和记忆能力有密切的关系， 还能
控制人的情感。

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对 16 名
志愿者进行了试验， 他们先经过
脑部 MRI 扫描， 然后参加了为期
8 周的冥想课程。 志愿者每周参
加集体活动， 进行呼吸练习、 瑜
伽以及 “身体扫描”， 即把其意念
轮换集中在身体各个部分。 除集
体活动之外， 志愿者还需每天自
行练习半个小时。

与未经冥想训练的对照组相对
比， 结果显示， 参加冥想训练志愿
者的大脑有几处出现了灰质的明显
增长， 其中包括左脑的海马体。 这

个区域和记忆、 学习以及情感控制
有关。 其它受到加强的部分还有后
扣带皮层 （记忆和情感）、 侧头头顶
结合部 （同情心） 以及小脑 （运动
协调）， 而未冥想的对照组人群则没
有出现以上变化。

研究人员表示， 如果你使用大
脑的某一特定区域， 那一部分就会
生长。 冥想是脑力练习， 就像通过
体力练习增加肌肉一样。 研究人员
指出， 脑力训练可以刺激神经细胞，
而神经细胞组成灰质形成密集的连
接， 可促使大脑生长， 进而增强人
的学习与记忆能力。

方留民

可视化技术 可看到癌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