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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医生和研究人员认为， 全
基因组测序 （WGS） 的应用将在疾
病的诊断和预测疾病的发展上发挥
重要作用。 然而， 也有研究人员认
为， 从投入和回报上来说， 在日常
的医疗保健中广泛应用 WGS 是不
值得的。

近日 ， 新发表在 《内科学年
鉴 》 杂志上的研究为 2 种观点的
“辩论” 提供了新的 “论据”。 来自
美国布里格姆妇女医院、 哈佛医学
院以及贝勒医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
WGS 发现 ， 竟然有 1/5 较为健康
的人其实也会携带与遗传疾病或癌
症有关的突变 ！ 然而他们并不发
病。 这与过去的一个观点 “自然选
择条件下， 人会随机携带一些 ‘致
病基因’” 似乎不谋而合。

首个针对健康人群的
全基因组测序

新的研究是目前首个针对健康
人 群 的 WGS 随 机 临 床 试 验
（NCT01736566） ， 研究人员招募
了 100 名年龄在 40 至 65 岁之间的
没有明显疾病的健康志愿者 。 志
愿者被随机分为 2 组 ， 一组为家
族病史 （FH） 评估组 ， 另一组为
WGS+FH 组。

研究中对志愿者体内 4600 个
基因进行了检测， 这与美国医学遗
传学与基因组学学院 （ACMG） 推
荐检测的 59 个已知的高危基因
（如 BRCA1、 BRCA2、 P53 和 PC鄄
SK9 等） 相比要多得多。

经过检测， 研究人员发现接受
了 WGS 的 50 名志愿者中 ， 有 11
人 （22%） 存在至少一种可引起单
基因遗传病的突变， 而实际上其中
只有 2 例 （4%） 表现出了临床症
状： 一名志愿者因 RDH5 基因突变
而出现眼底白斑； 另一名志愿者则
是对阳光较为敏感， 检测结果显示
他携带与斑驳卟啉病 （一种极罕见
的单基因遗传病） 有关的 PPOX 基

因的突变。
FH 组经评估后， 有 16%的志

愿者被建议接受进一步更精细的检
查， 而 WGS+FH 组则为 34%， 比
FH 组高出 1 倍。

研究人员还通过 WGS 对志愿
者进行了药物基因组学检测， 这个
检测可以预测志愿者因为某些突变
而可能对药物产生的不同反应。 检
测 结 果 显 示 ， 有 48 名 志 愿 者
（96%） 会对至少 1 种药物不响应或
是有严重的不良反应。

这些药物中包含辛伐他汀 （降
血脂药） 和二甲双胍， 这 48 名志
愿者中共有 6 人在规律服用它们
（5 人为辛伐他汀 ， 1 人为二甲双
胍）， 他们在之前和 6 个月的观察
期内都对药物响应良好， 也没有出
现较严重的副作用， 这与 WGS 的
预测结果并不匹配。

对于这些结果， 新研究的领导
者贾森·瓦西博士表示： “我们的
研究发现 WGS 对于没有家族遗传
病史的健康人来说似乎没有任何额
外的好处， 对于药物响应预测也是
如此。 当然，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结
果， 毕竟我们的研究规模还很小，
需要后续更多的大型研究。”

普通人该如何正确看待
基因测序？

瓦西博士认为， 如果人们知道
自己有一些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的
突变的话， 可能就能尽量避免外界
因素的刺激。

目 前 ， 技 术 的 进 步 已 经 将
WGS 的价格从 2008 年的 35 万美
元降低到了现在的最低 1000 美元，
但是这对于广泛使用和作为标准的
“保健程序” 来说， 仍然是一笔不
小的支出。

因此 ， 有很多研究人员担心
WGS 会导致医疗费用暴涨， 以及
很多突变携带者其实不会发病， 因
此检测结果可能会给被检测者带来

心理负担和焦虑情绪等。
不过， 研究人员调查发现， 尽

管接受 WGS 的志愿者在之后 6 个
月里比其他志愿者平均在医疗保健
上的花费要多 350 美元， 但他们并
没有出现明显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拿到了自己
的检测报告后， 还对过去的生活方
式做出了改变， 增加了运动， 说明
检测结果对志愿者的自我健康管理
还是产生了积极意义。 但需要注意
的是 ， 志愿者中高学历的比例较
高， 他们对基因检测的理解可能更
加深入。

在国内， 央视一则新闻称： 记
者曝光了无良保健品商为了售卖自
己的产品， 给江苏省一名农村老人
做基因检测， 结果显示， 本来身体
不错的老人在宫颈癌、 阿尔茨海默
症和胆固醇代谢等方面都有较高的
遗传风险。 这让淳朴又不懂基因检
测的老人害怕极了， 在无良奸商的
“忽悠” 下， 老人先后购买了价值
20 万元的保健品！ 花光了积蓄的老
人事后承受不了打击， 跳河自杀。

同样是基因检测， 学历和认知
差别造成的迥异结果真是让人唏嘘
不已！

上述的对比提示我们， 在健康
人的基因检测方面， 科学家们所做
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广大群众即使
做了检测 ， 若不能正确的看待结
果， 也无法像平时求医一样能找到
可以解答疑问的专业人士。 当然，
这对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和基因检测
的层层普及以及对无良奸商的打击
也是有着启示意义的。

总的来说 ， 新的研究提示我
们， 对于健康人来说， 虽然目前全
基因组测序在初级的 、 基础的医
疗保健中不太适用 ， 但是反过来
说 ， 接受了测序的健康人的检测
结果对他们的健康护理相信是会
有所改善的。

（奇点网， 应雨妍 /文）

22%健康人携致病相关基因突变
全球首个健康人全基因组测序随机临床研究发现

德国慕尼黑的马克斯·普朗
克精神病学研究所发表的一项
新研究表明， 孕期压力可能导
致产下的女性后代在青春期更
易诱发暴饮暴食， 但平衡饮食
能避免这种暴食症的出现。

暴食症是进食障碍的一种，
被称为 “神经性贪食症”， 最可
能发生在青春期， 其中女性发
病比例远高于男性。 患者常称
在发作时感觉无法停止进食 ，
不仅会导致胃肠道负担加重 ，
面临的超重、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等风险也随之增加 。 患
者还常受到抑郁、 自卑等困扰，
更易患上焦虑症。

该研究以老鼠为实验对象，
用生物方式刺激怀孕老鼠中枢
应激反应， 之后再对其后代在
青春期施以刺激， 发现雌性后
代更容易在压力下被诱发暴饮
暴食。

研究人员说， 怀孕期间受刺
激老鼠的后代下丘脑中很多分
子都会随着成长发生改变 ， 但
这种影响不一定会导致暴食症，
只有在青春期受到诱导才会暴
发。 研究人员还说 ， 只要通过
平衡的饮食， 就能完全避免出
现青春期暴食症。

张毅荣

美国 《健康心理学杂志》 刊登
一项新研究表明， 孤独者一旦发生
感冒， 就会雪上加霜， 症状更加严
重。

美国莱斯大学心理学专家克里
斯·法古恩德斯教授及其研究生安
姬·莱罗伊对 159 名 18 岁至 55 岁的
未婚志愿参试者展开了研究。 参试
者被安排入住酒店 5 天， 研究人员
使用滴鼻剂故意让参试者感染感冒
病毒， 随后对其展开了密切观察。
为评估参试者的社交孤独情况， 研
究人员让他们分别填写了一份标准
心理问卷。

对参试者感冒后的心理
健康和身体健康状况的跟踪
调查结果对比分析发现， 3/
4 的参试者的确发生了感
冒。 但是， 参试者是否感觉
孤独似乎与感冒发作几率关
系不大。 不过， 与获得更多
社会支持的参试者相比， 那
些较少获得社会支持的参试
者感冒症状明显更严重 。 另外 ，
“孤独感加重感冒症状” 这一现象
与一个人社交圈子大小没有关系，
而与人际关系的质量关联更大。

法古恩德斯教授分析， 感觉孤

独是心理压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而
压力会导致病情加重。 因此， 平时
应该多与亲朋好友加强联系， 感冒
时症状或许都会更轻些。

李涛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一项研
究显示， 卧室内有电视的儿童，
肥胖风险明显高于同龄人 ， 女
孩所受影响更大。 该研究报告
刊载于 《国际肥胖症杂志》。

研究人员追踪调查了 1.25
万名英国儿童。 孩子们 7 岁时，
超过半数的卧室内有电视 。 尽
管他们 3 岁时体重完全正常， 但
11 岁时体重和体脂比明显超出
卧室内没电视的同龄人， 其中，
男孩超重几率高 20%， 女孩高
30%。 研究人员认为， 男女生存
在差异的原因在于， 女孩远不
如男孩好动。

该研究牵头人阿尼娅·海尔
曼称： “我们的研究显示， 年幼
时卧室内有一台电视与若干年后
超重存在明显关联。” 研究人员
认为， 这一关联存在的原因在
于， 卧室内有电视不利父母监管
孩子看电视时长， 因此孩子容易
缺觉、 多吃零食、 减少活动。

海尔曼说， 需要更多研究进
一步了解这种关联， 尤其是数字
时代， 孩子们可能在卧室内通过
手机、 电脑、 笔记本观看视频节
目， 而不仅仅是看传统的电视。

黄敏

母亲孕期压力
增加女儿暴饮暴食风险

人孤独 感冒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