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 《社会科学与医学》 杂
志刊登美国耶鲁大学一项新研究
证实， 爱读书更长寿。 爱看小说
可使寿命延长 2 年。

美国耶鲁大学研究人员对
3635 名年龄至少 50 岁的参试者
进行了为期 12 年的跟踪调查 。
参试者参加了一项健康研究， 但
同时接受了有关其阅读习惯的问
卷调查。 研究人员将参试者分为
3 组： 从不读书组、 每周读书 3.5
小时组和每周读书时间更长组 。
结果发现， 与从来不读书的人相
比， 爱读书的人平均寿命延长近

3 年 （23 个月 ）。 每天读书仅半
小时就可延长寿命。 每周读书时
间超过 3.5 小时的人早亡风险降
低 23%。 最狂热的书迷往往是受
过大学教育的高收入女性 。 另
外， 新研究还发现， 阅读报纸杂
志也有益增寿， 但效果没有读书
增寿明显。

新研究负责人贝卡·利维教授
表示， 每天读书半小时的人生存
优势也明显超过那些从来不读书
的人。 新研究表明， 延年益寿是
读书的众多好处之一。

陈宗伦

■健康新知

美国 《婴幼儿心理健康杂志》
刊登一项新研究发现， 亲子活动
有益提高宝宝日后智商。 婴幼儿
期间与父母 （尤其是父亲） 有更
多亲子活动的孩子更聪明。

新研究中， 英国伦敦帝国理
工学院教授保罗·拉姆查达尼博士
及其研究小组对 128 名父亲与其 3
个月大的婴儿的互动情况进行了
录像和分析， 并于 1 年后测量了
这些孩子的认知发展情况。 在孩
子 2 岁时， 研究人员利用标准的
心理发展指数 （MDI） 评估了孩
子颜色和形状识别等能力。

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父母与
婴儿的接触程度与孩子认知测试
结果呈正相关 。 这一结果与家
庭 收 入 以 及 宝 宝 性 别 都 无 关 。
这表明婴幼儿期父母的亲子活
动对宝宝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
作用 。 新研究还发现， 如果父亲
敏感、 平静且很少焦虑， 那么孩
子会更聪明。

徐澄

■好奇心

■探索
■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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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雅图福瑞德·哈金森肿
瘤研究中心开发出一种可生物降解
的纳米颗粒， 能在体内编程免疫细
胞， 使其可以识别和破坏癌细胞。
研究人员在 《自然·纳米技术》 杂
志上发表论文称， 经纳米粒子编程
后的免疫细胞———T 细胞， 可以快
速清除患白血病的小鼠体内的癌细
胞， 缓解小鼠病情。

该研究论文资深作者马蒂亚
斯·斯蒂芬博士表示， 这一新技术
是目前所知的第一个在体内快速编
程 T 细胞， 赋予其识别癌细胞能
力的技术。 重新编程的 T 细胞可
在 24 小时至 48 小时内开始工作，
使免疫系统能迅速产生足够强的反
应， 及早杀死癌细胞。

诸多临床试验表明， 细胞免疫
疗法应用前途广泛， 但要用于临床
治疗还面临不少挑战。 目前进行细
胞免疫疗法通常需要几周时间， 因
为必须要将 T 细胞从患者体内取
出， 在特殊的细胞处理设备中培
养， 进行基因工程改造后， 才可再
次注入患者体内。 而有了新的纳米
颗粒， 就可以消除这一耗时费钱的
步骤， 这无疑会推动细胞免疫疗法
的应用。

这一可生物降解的纳米颗粒能
携带专门针对癌细胞的嵌合抗原受
体 （CARs） 基因， 利用分子标记，
纳米颗粒能像毛刺一样黏附到 T 细
胞上， 被 T 细胞吞噬到细胞核内并
随后溶解。 其所携带的 CARs 基因

会被整合到细胞核内的染色体中， 使
T细胞可以在一两天内对新基因进行
解码并产生 CAR。 几天之内， 一支
杀死癌细胞的 “军队” 即可建成。

小鼠实验表明， 使用这种纳米
颗粒编程 T 细胞进行治疗， 可使
白血病小鼠的平均存活时间从大约
2 周 （中位生存期） 提高到 58 天。

目前这一 T 细胞编程方法距
临床应用还有距离， 但斯蒂芬称，
他们正在寻求新的方案， 使这一基
因递送和表达系统能在对人施用时
足够安全。 他还希望， 将来能利用
这一方法 “向患者提供他们自己身
上没有的受体”， 用于治疗肝炎、
艾滋病等传染病。

刘海英

纳米颗粒可在体内“改造”T细胞

夏天来了 ， 你徜徉在花海
中， 猛吸一口花香， 真是醉人。
实际上， 娇艳的花儿会释放可
怕的 “刺客 ” ———一些小粉末
会钻进你的鼻腔， 进入你的大
脑， 消除你的快乐情绪， 让你
抑郁， 甚至自杀。

科学家关注抑郁自杀和季节
的关系有些年头了。 《社会科学
与医学》 在 1995 年就发布研究
结论： 北半球的自杀， 每年 5 月
最多， 2 月最少。 看起来毫无生
机的冬天鲜有人自杀， 春暖花开
的季节倒容易逼人抑郁。 究其原
因， 科学家一度觉得， 温暖的春
天降临， 状况糟糕的人依旧身陷
痛苦， 这让他们更绝望。

整整 15 年后， 精神病学家
才推翻了这一牵强的解释， 找
到了罪魁祸首： 花粉。 在美国
的花粉过敏高发季， 年长女性
自杀率会翻 3 倍。

人们会因为流鼻涕 、 起疹
子就想不开吗？ 进一步研究发
现， 超量的花粉会诱发人体释
放名叫 “细胞因子” 的炎性蛋
白， 这种蛋白能提醒呼吸道抵
御花粉， 也会顺着鼻腔进入大
脑， 扰乱脑部脆弱的化学平衡，
甚至催促免疫细胞将大脑细胞
当作敌人去攻击。

结果 ， 大脑变得充满负面
情绪， 容易冲动。 当这样的状
况发生在情绪低落的人脑中时，
它很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
一根稻草。

有什么办法 ？ 科学家两手
一摊： “没有！” 比起诱发抑郁
的其他因素， 漫天飘散的小花
粉几乎无解。 想想老和尚在小
和尚下山前叮嘱他的话吧， 最
美丽的往往最危险。

程盟超

如果你是个 “夜猫子”， 晚上
睡不着、 早上起不来， 不妨从基因
中找找原因。

美国 《细胞》 杂志发表的一项
研究发现， 一种名为 CRY1 的基
因特定位点出现变异后， 人体生物
钟就会发生改变 。 通常情况下 ，
CRY1 基因变异的人要比一般人晚
睡 2 到 2.5 个小时。

“夜猫子” 在医学上通常被诊
断为 “睡眠相位后移症”。 研究人
员首先在一名 “睡眠相位后移症”
美国患者身上找到这种 CRY1 基
因变异， 然后对其家族成员进一步
检测， 结果发现这名患者的 5 名亲
属也有这种变异， 且他们都有 “睡
眠相位后移症”。

研究人员又调查了 6 个没有亲
缘关系的土耳其家庭， 分析了 70
人 的 基 因 。 结 果 显 示 ， 39 个
CRY1 基因变异的人中， 38 人有
睡眠问题， 而没有这种变异的人睡
眠 都 很 正 常 。 研 究 人 员 发 现 ，
CRY1 基因变异会导致 CRY1 编
码蛋白过度活跃， 较长时间地抑制
生物钟相关调节基因。

先前也有一些研究发现过 “夜
猫子” 基因， 但这个基因变异的特
别之处在于它比较常见。 最新研究
表明， 每 75 名非芬兰裔欧洲人中
就有一人携带 CRY1 变异基因。

负责研究的美国洛克菲勒大学
迈克尔·扬教授在一份声明中说：
“与只在单一家庭发现的睡眠障碍
相关的其他变异相比， 这是一个相
当有影响的基因变异。”

林小春

“夜猫子”
是基因变异导致

花粉让人抑郁

美国一项新研究显示， 母亲
是否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社
会支持水平， 可能会对所生孩子
是否易出现肠痉挛起着重要作用。

肠痉挛是指每周至少有 3 天
长达 3 个小时以上的烦躁以及过
度哭闹， 并持续 3 周以上， 出现
肠痉挛的婴儿基本上都是每天同
一个时间开始哭闹， 大多发生在
傍晚或夜晚。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
研究人员对 3006 名 、 年龄为 18
岁至 35 岁之间的女性资料进行了
评估。 所有女性均于 2009 年 1 月
至 2011 年 4 月之间生下她们的第
一个孩子。 结果显示， 在怀孕期
间和分娩之后， 母亲与伴侣的关
系越融洽， 所生孩子出现肠痉挛
的可能性就越低。 人际关系幸福
感低的母亲， 其所生孩子要比那
些声称拥有幸福人际关系母亲所
生的孩子更易发生肠痉挛。

据美国怀孕协会统计， 约有
20%至 25%的婴儿会出现肠痉挛。
肠痉挛的病因未知， 尽管一般认
为肠胀气、 喂食过多、 神经系统
不成熟、 以及乳糖不耐症都可能
是诱发因素。

这项发表在 《儿童保健、 健
康与发展 》 期刊上的研究还称 ，
当母亲们的伴侣更多地帮助其照
看孩子、 对孩子付出的爱与关怀
越多， 所生孩子出现肠痉挛的风
险就会越低。

曹淑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