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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 每日服
用的药片或许很快将成为过去式。
一种长效注射剂在阻止艾滋病反弹
及再度感染方面， 已被发现可以与
标准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ART）
所用的药片疗效相当， 甚至更好。

著名医学期刊 《柳叶刀》 近日
刊登了这篇艾滋病治疗的重要成
果： 这一项 2 年期的临床试验在美
国、 加拿大、 德国、 法国和西班牙
的 50 个医学中心同时开展， 共有
286 名 HIV 携带者参与。 研究人员
将这些参与者分成 3 组： 每日口服
ART 药丸组、 每月注射一次 ART
组及每 2 个月注射一次 ART 组。
结果显示 ， 每 2 个月注射一次的
HIV 携带者中， 94%患者体内病毒

得到控制， 每毫升血液中的病毒数
低于 50； 而每月注射和每日口服
的实验组中， 病情控制有效率分别
为 87%和 84%。

这次试验用的是由 2 种抗逆转
录病毒药物利匹韦林 （Rilpivirine）
和卡博特韦自由酸 （Cabotegravir）
的混合悬浮液， 经由臀部注射后慢
慢进入血液循环发挥作用。 领导这
次研究的杨森制药公司的皮特·威
廉姆斯表示， 除了有两位注射组参
与者中途退出， 少数人报告称注射
部位出现酸痛症状外， 腹泻和头痛
等副作用与口服方式完全一致 。
“几乎所有参与者均表示， 更愿意
接受注射方式。”

自 2005 年以来， 每日口服抗

逆转录药物成功抑制住 HIV 在血
液中的含量， 并阻止了病毒对免疫
系统的破坏和艾滋病病情的恶化，
与艾滋病有关的死亡人数减少了一
半。 但口服药物也成为一种负担，
对于生活没有规律以及羞于让人知
道自己患病的患者来说， 口服药物
往往很难坚持， 导致血液内病毒数
量反弹， 使之前的治疗 “前功尽
弃”。

在巴黎举行的国际艾滋病协会
会议上，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官员
马赫什·玛哈林格姆评价道： “新
成果是一大进步， 将帮助 HIV 携
带者摆脱每日服药的困境， 大大改
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聂翠蓉 晋楠

艾滋病患者可用注射控制病情
长效注射型 HIV 疗法通过临床试验

众所周知， 肥胖者患糖尿病的
风险较高。 德国一项研究发现， 这
是因为肥胖可导致一种免疫细胞的
亚群发生变异， 从而增加糖尿病风
险。 因此， 若能消除这种免疫细胞
亚群， 有望降低肥胖者的糖尿病风
险。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美国学术杂
志 《细胞-代谢》 月刊上。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发现， 相关变异发生
在免疫系统中的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 亚群上。 通常， NK 细
胞的作用是对抗病毒和癌细胞。 但
本次研究发现， 患有肥胖症小鼠的
NK 细胞中有一些亚群出现了与正
常小鼠中不同的变异， 它们会过度
激活免疫系统， 更易出现胰岛素抵
抗， 从而导致糖尿病风险上升。

在另一项实验中， 研究人员对
接受高脂肪饮食的小鼠的 NK 细胞
进行了基因修饰， 阻止产生变异的
细胞亚群。 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相
比， 没有这种 NK 细胞亚群的小鼠
即使吃了高脂肪食物， 也没有引起
体重增加和胰岛素抵抗。

研究人员说， 在体重正常和肥
胖的人类测试者中， NK 细胞的组
成也不一样， 肥胖者血液样品中的
这类细胞表现出与肥胖小鼠相似的
特征。 因此， 这为糖尿病新疗法提
供了切入点。 研究人员希望能更精
确地 “定位” 导致这种细胞变异的
基因， 采取技术手段阻止出现变
异， 将可能降低肥胖者的糖尿病风
险。

新华

美国科学家发现， 暴露于尾气
污染或对儿童的 DNA 造成损伤，
导致他们的染色体端粒缩短。 相
关研究发表于 《职业与环境医学
杂志》。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分校研究人员以 14 名儿童为研究
对象， 探索机动车尾气主要污染
物多环芳烃和端粒缩短之间的联
系。 这 14 名儿童全部来自美国空
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加州的
弗雷斯诺。

研究发现， 暴露于多环芳烃
的时间越长， 儿童端粒缩短越明
显。 研究计入了哮喘和年龄、 性
别、 种族等其他因素与端粒缩短
的关系。 端粒缩短是一种典型的
DNA 损伤 ， 被称为触发衰老的
“分子钟”。

研究人员之一的约翰·R·巴尔
梅斯说， 要引进有效的政策和干
预手段， 有必要从分子层面认识
空气污染的危害。

袁原

尾气污染
或导致儿童DNA损伤

美国 《BMC 补充和替代医学》
杂志刊登一项新研究发现， 葡萄皮
和葡萄籽中发现的化学物质白藜芦
醇有助于杀灭肠癌干细胞。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赫尔
希癌症研究所专家杰拉姆·K·P·瓦
纳马拉博士及其研究小组以实验鼠
为对象展开了研究。 研究人员将
52 只患有肠癌的实验鼠分为 3 组：
A 组实验鼠为控制组， B 组实验鼠

饲料中增加葡萄复合物， C 组实验
鼠饲料中增加抗炎药物舒林酸 （早
期研究表明， 舒林酸能够显著减少
人体肿瘤数量）。 结果发现， 在喂
食葡萄复合物的 B 组实验鼠中 ，
肠道肿瘤抑制率达到 50%， 这一比
率与 C 组实验鼠相似。

瓦纳马拉博士表示 ， 新研究
表明， 在抑制肠癌干细胞杀死肠
癌细胞方面， 白藜芦醇和葡萄籽

提取物单独使用时效果不明显 ，
但是两者相结合则效果非常显著。
新研究结果为相关人体实验铺平
的道路。 如果人体临床试验获得
成功， 那么葡萄复合物新药将有
望用来预防肠癌、 减少肠癌复发
率和提高肠癌患者生存率。 目前，
肠癌是女性第二大癌症和男性第
三大癌症。

陈希

肥胖者患糖尿病风险
与一种免疫细胞有关

一项大规模的网上测试发
现， 那些经常玩填字游戏的人，
其大脑功能会有明显改善。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和伦敦大
学国王学院的研究人员对 1.7 万
名年龄为 50 岁的健康人的记忆
力、 注意力和推理能力进行了
网上测试。 研究发现， 越是经常
玩填字游戏的参与者 ， 他们在
评估注意力、 推理和记忆的任
务中表现得就越好。

根据这项研究结果， 研究人
员计算出， 在有关语法推理速
度和短时记忆准确性方面的测
试中， 那些每天完成填字游戏
的人， 其大脑功能相当于实际
年龄比他们年轻 10 岁的人， 有
助于预防老年的大脑衰退。

研究人员表示， 玩填字游戏
的频率与完成评估注意力 、 推
理能力和记忆力的认知任务的
速度和准确性有着直接的关联。
研究人员称， 下一步将要评估
经常玩填字游戏是否实际上能
够提高人们的大脑功能。

方留民

吃葡萄可杀死肠癌细胞？

气候变化将影
响人类生活的方方
面面 。 美国研究人
员说 ， 气候变化导
致的夜间气温上升
可能让人们睡眠减少， 穷人和老
人受到的影响最大。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
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 《科学进展》
杂志上报告说， 他们分析了 2002
年至 2011 年一份全国调查中 76.5
万名参与者的睡眠数据， 并与同
期的气温数据联系在一起， 利用
数学模型计算气候变化对睡眠质
量的影响。

研究表明， 夜间气温每上升
1℃， 将导致每月每 100 人中多出
3 个睡眠不足的夜晚 。 换言之 ，
如果美国夜间气温上升 1℃， 那
么美国人单月将多出 900 万个睡
眠不足的夜晚， 1 年则将多出 1.1
亿个睡眠不足的夜晚。

研究还显示， 夏季夜间气温
上升对睡眠的负面影响几乎是其
他季节的 3 倍。 从收入和年龄看，
65 岁以上的老人和年收入 5 万美

元以下的人受影响最严重， 对老
年人的影响是年轻人的 2 倍， 对
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是高收入人群
的 3 倍。

负责研究的尼克·奥布拉多维
奇在一份声明中说， 睡眠对健康
至关重要， 睡眠太少会让人容易
生病或出现慢性疾病等问题， 他
们的研究不仅表明环境温度可干
扰睡眠， 而且显示气候变化导致
睡眠损失率上升， 可能让情况变
得更糟。

奥布拉多维奇说： “我们没
有全球睡眠数据， 但假如模式类
似 ， 可以想象 ， 那些升温更快 、
更贫穷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地区 ，
情况可能更坏。”

林小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