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新研究显示， 孕妇
在流产后， 发生创伤后压力
症候群 （PTSD） 的几率较
高。 研究人员表示， 应让遭
逢流产或异位妊娠的孕妇进
行 PTSD 例行性筛检， 且接
受心理健康支持。

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研
究人员对最近发生流产 （怀
孕 24 周前失去胎儿） 或异位
妊娠的 113 名女性进行了研
究。 异位妊娠是指受精卵植
入在子宫外、 输卵管内， 发
生流产或以药物或手术终止
妊娠。 结果显示， 流产后 3
个月， 45%的流产女性发生

了 PTSD。 研究还发现， 有
近 1/3 的女性表示她们的
PTSD 症状影响了她们的工
作生活， 约 40%表示她们与
朋友和家人的关系受到影响。

PTSD 引发的恶梦等症
状并且会引起睡眠问题、 愤
怒和忧郁。 发表在 《英国医
学杂志—开放》 上的这项研
究称， 触发的症状可能会对
女性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即从工作到与朋友和家人的
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但并非
所有流产或异位妊娠女性都
会发生 PTSD。

曹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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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

据 《麻省理工技术评论》 杂
志网站报道， 科学家们正在开发
一种 “CRISPR 药丸”， 其不会像
抗生素药物对有益细菌和有害细
菌进行 “通杀”， 而是超精准 “杀
灭” 单种目标细菌。 新研究为对
付造成大规模致命感染的耐药性
细菌， 提供了一种全新方法。

最 先 于 细 菌 体 内 发 现 的
CRISPR 技术， 本身就是细菌在
与噬菌体长期对抗中形成的免疫
武器： 细菌以 CRISPR 系统将入
侵到自身基因组内的噬菌体 DNA
“存储” 起来， 运用剪切酶 Cas9识
别并清除噬菌体基因。 科学家不
仅可精准编辑人类基因治疗疾病，
还将其延伸为便宜易用的疾病诊
断平台。 现在， 更是通过诱导有
害菌 “自我毁灭”， 将 CRISPR 变
成一种超精准抗菌疗法。

艰难梭菌是一种能在医院和
护理机构引起致命性传染的耐药性
细菌， 美国疾控中心将其列为 “美
国最紧急抗药性威胁榜单” 的榜
首， 仅 2015年， 大约 50万美国人
感染， 其中 1.5 万人死亡。 在最新
研究中，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
逊分校科学家简-皮特·凡·皮克伦
正在开发能携带特定 CRISPR 信
息的噬菌体， 通过其向艰难梭菌
发出错误信息， 诱导艰难梭菌对
自己 DNA进行致命性剪切。

凡·皮克伦团队计划选用益
生菌复合体包裹噬菌体， 制成可
口服的药丸或液体， 当胃酸将外
层益生菌降解后， 噬菌体开始感
染周围的艰难梭菌， 通过携带的
特定 CRISPR 序列诱导艰难梭菌
自毁。

CRISPR 抗菌药的最大优势

在于， 不像广谱抗生素既杀死病
原菌、 又破坏益生菌， 其能精准
地杀死某种目标细菌， 不对人类
肠道正常益生菌环境造成伤害。
但德克萨斯大学传染病中心主任
郝伯特·杜邦认为， 因为要给各
种致病菌寻找合适的噬菌体载
体， 所以 “CRISPR 药丸” 要想
全面取代抗生素还需等些时日。

CRISPR 这个大自然赐予的
神技能， 自从被人类掌握， 一直
就用于高大上的基因编辑， 简单
易使， 令生物学家大呼幸运。 不
过， 能雕萝卜花的这把刀， 本来
是宰鸡用的， 科学家想起这茬来
了， 把 CRISPR 转回老本行———
杀菌。 现在看来， 效果还不错。
希望它能代替抗生素， 以后精确
打击病原， 不要再玉石俱焚了。

聂翠蓉

携带 CRISPR 信息的噬菌体

诱导致病耐药菌“自我毁灭”

节食为什么是一种效率低下的减肥
方式？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一种神
经元的作用机制会管控人体的热量消
耗， 当神经元感受到食物摄入少会使
身体燃烧的热量也减少， 体重因此很
难下降。

先前研究发现， 位于人脑下丘脑区
域的一种神经元与食欲相关， 当它们被
激活时， 能让我们胃口大开； 如果被抑
制， 则几乎食欲全无。 由于小鼠在众多
生理结构上与人类近似， 剑桥大学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对小鼠这种神经元对热
量消耗的管控作用进行了研究。

研究人员在美国 《电子生命》 期刊
上报告说， 他们通过基因技术得以 “开
关” 小鼠脑部这种神经元， 同时在小鼠
身上植入感应器， 观察小鼠在空腹和饱
腹状态区间内脑部的变化。 结果显示，
这种神经元对机体内热量消耗调节有
关键作用。 当小鼠没什么食物可吃时，
神经元会限制小鼠体内热量消耗， 使
体重下降程度降低； 但当小鼠摄入食
物后， 这一机制就会被暂停， 体内热量
消耗也会恢复到正常水平。

研究还发现， 这种神经元能感知小
鼠体内总共有多少热量， 根据总量来进
行热量消耗调节。

报告作者之一、 剑桥大学研究人员
克莱芒丝·布卢埃说， 研究显示这种神
经元不但会调节胃口， 还会阻止体内
脂肪的消耗， 从而影响体重变化。 这有
助解释为什么人们想通过节食来减肥
时往往达不到效果， 因为热量摄入减
少时身体本身会进行相应调控。

研究人员建议说， 目前对多数人来
说， 减肥最好还是通过健身和节食双
管齐下的办法。

张家伟

节食减肥不理想？
神经元在作祟！

“染色体非整倍性” 是导致人类不孕
不育、 流产、 胚胎停育及胎儿缺陷的主
要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 “非整倍性”？ 多
年来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提出各种各样的
解释， 但都没有揭示出问题根源。 近日，
山东大学张亮然教授团队与哈佛大学南
希·克莱克纳院士团队合作， 首次就该疑
问提出了突破性解释。 该成果发表在世
界生命科学领域权威刊物 《细胞》 上。

据了解， 染色体非整倍性属于基因
失衡， 由一个或多个染色体丢失或增加
所致。 在非癌性疾病中， 最常见的非整
倍性是唐氏综合征 （先天愚症）。 患儿因
遗传而获得 3 条 21 号染色体， 而不是正
常的 2 条。 多余的基因信息导致了患儿
的发育异常和神经系统异常。

张亮然介绍， 人类胚胎染色体非整
倍体发生的概率约为 10%， 且这一概率
随着女性生育年龄的增加而呈指数增长，
在女性生育年龄的晚期甚至会超过 50%。
大多数胚胎非整倍体来源于女性减数分
裂染色体的错误分离。 这是业界首次对
“染色体非整倍性” 提出 “女性视角”。

据了解， 张亮然团队与克莱克纳院
士团队合作对男性和女性生殖细胞的减
数分裂重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比较，
详细阐述了减数分裂重组在两性之间的
差异， 并揭示了导致胚胎非整倍体的根
本原因。

该研究首次发现， 染色体重组在两
性生殖细胞减数分裂的大部分过程中都
很相似， 但在女性中有大约 25%的重组
中间体不能形成真正的交叉重组， 造成
“交叉成熟缺陷”， 正是由于这种女性特
有的 “交叉成熟缺陷” 造成了高频率的
染色体分离错误， 最终导致了高频率的
非整倍体胚胎的产生。

王延斌 车慧卿

西班牙研究人员发现， 父母离异的
孩子比同龄人更容易生病。 虽然个中原
因尚不清楚， 但专家怀疑这与父母如何
处理离异有关。 这一发现刊载在 《欧洲
教育与心理学杂志》 上。

圣地亚哥德康波斯特拉大学和维哥
大学研究人员联合调查了 467 名 2 岁至
18 岁孩子的身体状况， 其中部分孩子
父母离异。 结果显示， 单亲家庭孩子患
肠道、 皮肤、 神经系统、 生殖器和泌尿
系统疾病的风险 2 倍于家庭完整的孩
子， 但在呼吸系统、 心脏、 肌肉、 听力
和视觉方面患病风险与普通孩子无异。

研究人员说， 他们尚不清楚为何离
异会影响孩子身体某些方面的健康。 但
他们认为， 这一现象不是由离异本身所
致， 而是与父母如何处理离异存在关
联。 一旦处理不当， 孩子长期置身这种
环境， 就会遭遇过多负面压力， 进而损
伤孩子健康。

王鑫方

致胎儿缺陷的
“染色体秘密”被揭开

父母离异
孩子或易生病

美国 《临床精神病学杂
志》 刊登西班牙一项新研究发
现， 抑郁症不只是一种精神障
碍， 而是会影响全身健康。

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研
究员萨拉·希门尼斯·费尔南
德斯博士及其研究小组对 29
项早期相关研究结果展开了
荟萃分析， 这些研究共涉及
3961 名参试者。 结果发现，
抑郁症、 心血管疾病以及癌
症存在重要关联， 这有助于
解释抑郁症患者更容易早亡
这一现象。

费尔南德斯博士分析指
出， 最新分析结果表明， 在
抑郁症患者体内， 多种氧化

压力物质 （特别是测量细胞
膜氧化退化的标志物丙二醛）
的增加和抗氧化物质 （如，
尿酸、 锌和超氧化物歧化酶，
等） 的减少之间发生失衡。
这种失衡会影响到患者全身
多器官和组织的正常功能的
发挥。 因此， 抑郁症应该被
视为一种全身性疾病。 这项
新研究有助于为抑郁症的预
防和治疗寻找新的靶点。

陈宗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