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新研究显示， 低体
重女性跑步者更易出现压力
性骨折， 且恢复起来需要的
时间更长。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威
客斯纳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对
数 10 份女大学生跑步受伤的
资料进行了分析。 他们发现，
身体质量指数 （BMI） 小于
19 的女性跑步者更有可能出
现压力性骨折。 研究还发现，
低体重女性在遭受压力性骨折
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
在出现压力性骨折情况下 ，
BMI 为 19 或更高女性需要 13
周的康复时间， 而 BMI 低于
19 的女性则需要 19 周。

该项研究发现， 随着时
间的推移， 能够确定使女性
跑步者发生压力性骨折风险
增加的因素。 而确定的最重
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体重低或
身体质量指数偏低。 如果用
来分散反复重击坚硬地面所
带来的冲击力的肌肉量过少，

就会使跑步者腿部的骨骼更
容易受伤。

研究人员指出， 如果身体
质量指数过低， 肌肉量过少，
就没有地方可以吸收跑步所
带来的冲击， 只能直接作用
到骨骼上。 除非增加一些肌
肉并让 BMI 更趋于完美， 否
则跑步者出现压力性骨折的
风险仍然很大。 研究人员建
议， 女性运动员应该让 BMI
保持在 20-24 之间。

方留民

■健康新知

《英国营养学杂志》 刊登一项新
研究发现， 每天吃 1 块吃黑巧克力可
降低罹患糖尿病和心脏病风险。

英国华威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萨
维里奥·斯特拉金斯博士及其同事分
析了参与卢森堡心血管风险观察研究
的 1153 名 18-69 岁参试者的相关数
据。 结果发现， 每天吃 1 块黑巧克力
（相当于 100 克） 的参试者胰岛素抵
抗降低， 肝脏酶得到改善。 胰岛素敏
感是业已证实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
素。 新研究已经将参试者的生活方式
和饮食因素纳入考虑范畴， 其中包括
茶和咖啡的同期摄入量。 这 2 种饮料
中也含有多酚类物质， 可以使黑巧克
力更好地发挥心脏代谢作用。

新研究进一步表明， 黑巧克力等
可可制品应纳入健康饮食建议， 以改
善心肺代谢健康。 健康保健专业人员
及医生可鼓励大众摄入更多诸如黑巧
克力之类的富含多酚类植物化学物质
的食物。 研究人员同时强调， 保持积
极锻炼、 合理饮食以及其他生活方式
的平衡， 对于有效预防糖尿病和心脏
病至关重要。

陈宗伦

■发现

■新技术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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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细胞会苏醒？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糖尿病是当胰腺产生不了足够的
胰岛素， 或人体无法有效利用所
产生的胰岛素时出现的慢性疾病。

哥伦比亚大学糖尿病研究中
心主任多梅尼科·阿奇利教授的
最新发现让人耳目一新。 阿奇利
指出， 糖尿病患者、 特别是那些
新确诊的糖尿病患者， 胰岛功能
衰竭的机制并不一定是此前认为
的胰岛 β 细胞衰竭， 而是去分化
状态。 β 细胞在去分化过程中丧
失了产生胰岛素的功能， 恢复到
原始细胞阶段， 或转化为产生其
他激素的细胞。

好消息是， 高血糖并不会杀
死 β 细胞 ， 只是让其 “保持沉
默”。 阿奇利指出， 这些 “安静”
的 β 细胞很可能被 “唤醒” 和再
分化， 恢复其正常的生物活性。

阿奇利认为， 未来也许会借助
胰岛素增敏剂， 在 2型糖尿病患者
体内防止 β细胞去分化， 让 1型糖
尿病患者体内自己产生胰岛素， 这
或将迎来治疗糖尿病的新突破。

为奖励阿奇利博士在胰岛 β
细胞生物学领域的新发现， 美国糖
尿病学会在年会上将 2017 年班廷
奖———以发现胰岛素的加拿大科学

家的名字命名的糖尿病研究和治疗
领域的最高荣誉颁发给阿奇利。

原因在大脑，治疗靠基因？
“标新立异” 的科学家， 并

不只有阿奇利。 美国华盛顿大学
糖尿病研究院院长迈克尔·施瓦
茨同样认为， 胰岛素抵抗和胰岛
β 细胞功能障碍， 并非糖尿病患
病原因， 而只是症状。

真正的原因， 施瓦茨认为是
脑部功能障碍。 因此， 大脑导向的
治疗策略， 将可使患者体内的血糖
水平正常化， 而不是简单地降糖。

哈佛大学医学院纽约温思罗
普大学医院首席研究员艾伦·雅
各布森博士指出， 研究表明， 糖
尿病可引发认知衰退， 1 型和 2
型糖尿病患者面临思维过程减慢
风险。 因此， 他认为糖尿病治疗
应就相关问题对大脑展开研究。

麻省综合医院的何塞·弗洛雷
斯博士指出， 糖尿病不是一种单一
疾病， 而更像一个综合征。 相关临
床试验显示， 基因研究将为根治糖
尿病提供新途径， 帮助人类找到更
精准、 有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 同
时降低产生副作用的概率。

胰高血糖素将成治疗关键？
自 1921 年发现胰岛素以来，

对糖尿病病因和治疗的研究大多
以胰岛素为中心。 而本届年会上
华裔研究人员严海的糖尿病治疗
理论和临床试验方案， 与上述路
径并不相同。

在人体内， 胰腺产生 2 种调
节血糖的激素， 其中胰岛素降低
血糖 ， 而胰高血糖素则提升血
糖。 严海指出， 此前治疗糖尿病
的研究， 大多忽略了胰高血糖素
过分分泌造成的阴阳失衡现象。

1 型糖尿病患者体内不能产
生胰岛素， 迄今临床治疗的唯一
方法就是注射胰岛素， 但胰岛素
单一疗法有其局限性———造成低
血糖和心血管并发症。 针对这种
情况， 严海研究团队研发了治疗
1 型糖尿病的 G 蛋白偶联受体抗
体 REMD-477， 旨在阻断胰高
血糖素通路， 改善血糖水平， 降
低胰岛素剂量， 并减少并发症。
目前， 这一新型治疗方案已完成
一期临床试验， 结果引发关注。

对于不断涌现的糖尿病治疗
新探索 ， 美国糖尿病学会医学
和科学前主席罗伯特·亨利告诉
记者 ， 上述成果可能为治疗糖
尿病带来变革 ， 但科学界和公
众需要保持谨慎 ， 理性看待新
科研成果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

郭爽

糖尿病研究治疗新思路
2021 年， 到胰岛素发现百年时， 人类将怎样治疗困扰全球的慢性顽疾———糖尿

病？ 没人能准确预测明天。 不过， 聚集各国该领域医学名家的第 77 届美国糖尿病学
会年会近日召开， 与会科学家提出了有别于此前的一些研究治疗的新思路。【 】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味冈逸树准教授
领导的研究小组开发出一种海绵状人工
细胞支架， 可用于在脑梗塞部位引导血
管再生。

脑梗塞是脑部血管堵塞， 阻断氧气
和血液供应导致脑部神经元损伤， 进而
引起运动和语言障碍的疾病。 若要恢复
失去的身体机能， 实现脑梗塞的再生治
疗， 需要抑制神经元死亡， 修复受损的
大脑， 引导再生出新的血管。 因此， 业
界一直期待着能找到在脑梗塞部位再生
新血管的治疗方法。

味冈逸树准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发
表在德国 《先进医疗材料》 杂志网络版
上的文章称， 他们利用血管内皮细胞的
层粘连蛋白， 制作了海绵状的人工细胞
支架， 然后用有诱导血管功能的血管内
皮细胞生长因子 （VEGF） 与支架结合，
开发出 VEGF 结合层粘连蛋白海绵。 他
们在脑梗塞小鼠实验中确认， 移植未结
合 VEGF 的层粘连蛋白海绵情况下， 未
检测出新生血管； 而移植 VEGF 结合层
粘连蛋白海绵的小鼠， 在脑梗塞部位出
现了明显的新生血管。

新血管形成是修复和再生损伤组织
的第一步， 有助于今后开发利用不需开
颅手术的无创人工细胞支架来修复脑损
伤的再生医疗技术。

陈超

人工细胞支架
可引导脑血管再生

一项最新研究给长期睡眠不足的人敲
响警钟： 长时间缺觉会使大脑的清理机制
过度反应， “蚕食” 脑细胞， 增加患阿
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脑病的风险。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 《神经科学学
报》 报告说， 他们通过动物实验发现，
长时间缺觉会促使大脑 “清理工” 胶质
细胞过度活跃， 进而对大脑造成损害。

如果将大脑比作一张复杂的电路
网， 神经突触就是线路间的连接点。 这
张网由胶质细胞进行维护， 星形胶质细
胞会修剪不必要的突触， 改造神经细胞
的连接， 小胶质细胞则会清理损坏的脑
细胞和垃圾。

研究人员将实验鼠分组， 让它们分
别处于睡眠充足、 短期缺觉和长时间缺
觉的状态。 结果发现， 睡眠不足会明显
增强小鼠大脑中上述两种胶质细胞的活
跃程度。

研究人员认为， 短期看， 活跃的胶
质细胞可能加速清理有害的细胞碎片、
重建 “磨损” 的神经网络， 有益大脑健
康； 但长期看， 清理过度可能损害大
脑， 增加患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风
险。 先前已有研究发现， 在阿尔茨海默
病及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脑部， 小
胶质细胞长期处于活跃状态。

目前尚不清楚补觉能否弥补大脑所
受损伤， 研究人员计划进一步研究缺觉
的影响会持续多久。

新华

长时间缺觉
大脑被“蚕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