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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科学家》 杂志网站报
道， 美国一家公司研发出一种全新
的泵洗细胞技术， 可将猪肝内的活
细胞全部溶解， 留下蛋白质框架，
注入猪肝细胞或人体细胞， 培育
出可移植的肝脏。 新研究向按需
定制移植器官迈出了重要一步。

为解决患者因捐献器官稀缺
的漫长等待， 研究人员一直在努
力研制人造器官作为替代方案，
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是利用干细
胞在实验室培育器官； 另一种是
利用猪器官替代———通过基因改
造技术， 让猪器官内的细胞更像
人类细胞， 尽可能减少人体的免
疫排斥反应。

最近几年， 一种介乎上述两
者之间的新构想开始受到关注：

从猪体内提取器官后， 洗掉所有
细胞， 只留下能保持器官形状的
蛋白质框架， 再注入人体细胞，
培育出可移植器官。 但目前科学
家们只能将器官浸泡在特殊溶液
中， 洗掉部分细胞， 因此， 现在
只能培育出皮肤等超薄组织。

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Miroma鄄
trix 项目负责人杰夫·罗斯近日在
美国肝病研究协会年会上宣布，
他们开发的泵洗新技术不仅洗掉
了所有细胞， 而且成功培育出了
全新猪肝脏。 新技术利用机械泵
将清洗溶液送往器官的血管系
统， 让其流遍器官各处， 24 小时
后活细胞全部清除， 只剩下保留
器官形状的结构蛋白。

罗斯团队用猪的肝脏细胞进

行了实验 。 获得肝脏蛋白框架
后， 他们用机械泵回输新的猪肝
脏细胞， 这些新细胞会流遍血管
网络， 最后自动在正确位置生成
肝脏 3 大类主要细胞———肝细
胞、 血管壁以及胆管细胞。 随后
他们向猪的肝脏蛋白框架内泵入
人体脐带细胞， 成功再造了肝脏血
管系统， 将拥有血管的蛋白质框架
植入猪体后， 血管能在体内继续存
活， 血液也能流遍整个支架。

罗斯表示， 他们会在年底前
完成向蛋白质框架输入人体肝细
胞和胆管细胞的实验， 按需定制
出形状最合适的可移植器官， 计
划 3 年内将完全来自人体细胞的
肝脏植入人体。

聂翠蓉

“洗”掉旧细胞 再造新器官

泵洗细胞技术或能定制移植器官

日本北海道大学公布的一项新研究
发现， 慢性压力可诱发大脑血管炎症，
并可导致胃肠炎或心脏功能障碍引发的
猝死。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美国生物
医学杂志 《电子生命》 网络版上。

慢性压力可导致胃肠疾病、 心脏疾
病等多种疾病的恶化， 这是医学界的一
个常识， 但是其分子机制尚不清楚。

北海道大学和大阪大学等机构的一
个联合研究小组在小鼠实验中发现， 给
小鼠施以慢性压力导致其睡眠障碍后，
小鼠体内一种名为 “CD4＋T” 的免疫
细胞就会侵入大脑血管引发轻微炎症，
进而导致消化器官炎症、 出血和心脏功
能障碍， 并可诱发猝死。

研究人员认为， 面对同样程度的压
力有人患病有人未患病， 这可能取决于
脑内是否出现轻微炎症， 今后检查脑内
这种免疫细胞的数量可预测罹患压力所
致疾病的风险。

华义

心脏疾病与动脉血管中的脂肪栓塞
有密切关系。 美国一项新研究显示， 脂
肪分子不仅来自食物， 还可能来自口腔
中的某种细菌。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牙周
疾病经常与心脏疾病相关。

日前，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一项研
究表明， 即使你不肥胖， 不饮酒， 坚持
锻炼， 注意饮食， 努力让心脏在胸腔安
稳地跳动， 但你若有一点小小的牙周
病， 可能就逃不过动脉硬化的风险。

对很多中老年人来说， 引发动脉硬
化的罪魁祸首———藏在血管里的那些小
小的脂肪栓塞， 是做梦都怕遇见的恶
魔。 人们过去总认为， 这些脂肪全是我
们吃进肚子里的高胆固醇食物， 例如鸡
蛋、 黄油、 高脂鱼类和肉类等转化成
的。 而近日，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科研
人员研究了大量病灶后发现， 这些带不
来温暖， 只引发不幸的脂肪， 和正常哺
乳动物的脂质构造完全不同。 研究人员
认为它们属于一种特定的细菌家族。 再
把放大镜倍数调高， 能清楚看到， 它们
全是葡萄串状的微小脂质泡。

“我把它们称为油脂细菌， 因为它
们会产生很多脂质。” 康涅狄格大学牙周
病专家弗兰克·尼科尔斯说。 一般情况
下， 这种细菌只在口腔和胃肠道中保持
活跃。 人们过去反感它， 是因为它在某
些时候诱发牙周病。 可最近的研究却显
示， 它远比我们想象得更坏： 它产生的
脂质能够轻而易举地穿过细胞壁， 进入
血液， 诱发血管内的免疫细胞产生反应，
引起炎症， 最终形成栓塞和动脉硬化。

可怜人类的脆弱心脏， 我们拿出层
层手段保护它， 最终还是防不胜防。 这
项研究如果能得到验证， 那老祖宗说的
“病从口入”， 倒是有了全新的有力注解。

程盟超 新华

心脏病
可能与口腔细菌有关

慢性压力
可诱发猝死

英国沃里克大学一项最新研
究显示， 无论好的、 坏的情绪，
都能在朋友圈里 “传染”。

研究人员分析了涉及在校青
少年情绪与朋友圈关系的美国
“青少年与成人健康国家纵向研
究 ” 的数据 ， 借助数学建模发
现， 拥有 “坏脾气朋友” 越多，
一个人越可能出现坏情绪， 反之

亦然。
研究人员在英国 《皇家学会

开放科学 》 上发表报告说 ， 有
证据表明， 情绪， 包括无助感、
对事物失去兴趣这些抑郁症症
状等 ， 会在朋友圈里从一个人
传给另一个人 ， 即所谓 “社会
传染 ” 。 青少年在改善情绪方
面 ， 比如多运动 、 睡好觉 、 压

力管理等做得好 ， 能让他和周
围的朋友受益 。 但社会传染的
消极影响尚不足以让一个人因
此患上抑郁症。

研究人员希望， 上述研究结
果能帮助有关方面制定公共健康
政策， 并帮助设计针对青少年抑
郁问题的干预方案。

乔颖

《欧洲心脏杂志》 刊登英国一
项新研究发现， 走路速度慢的中
年人心脏病死亡几率是普通人群
的 2 倍。

英国莱斯特大学研究员汤姆·
耶茨博士及其研究小组对约 42 万
名参试者的相关数据展开了梳理
分析。 研究开始时， 参试者中没
有人出现癌症和心脏病。 在为期
6.3 年的跟踪调查中， 共有近 8598
名参试者死亡， 其中心血管疾病
死亡 1654 人， 癌症死亡 4850 人。
研究人员将参试者自我报告的步
行速度和运动耐力等数据与死亡
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 中年
习惯性步速情况是心脏病死亡率
的独立预测因子。 与步速较快者
相比， 步速迟缓的人心脏病死亡
几率高出 1 倍。

由此可见， 步行速度是衡量
一个人整体身体素质的好方法 。
临床医生可以根据步速识别身体
素质较差死亡几率较高的患者 ，
并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对这
些患者实施体育运动干预治疗 。
耶茨博士表示， 新研究结果在男
性和女性中都有发现。

徐澄

情绪会在朋友圈里传染

补牙失败的原因多种多
样。 美国 《医学前沿杂志》 刊
登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吸烟和
饮酒会显著影响补牙成功率。

为了深入了解填充材料类
型、 患者生活方式和遗传因素
对补牙效果的具体影响， 美国
匹茨堡大学牙科学院主任亚历
山大·维埃拉博士和来自巴西
的研究人员对匹茨堡大学牙科

学院的大量牙科就诊病历展开
了梳理分析。 这些病历中包含
了患者牙填充情况、 补牙后 5
年的失败率、 患者吸烟和饮酒
习惯等生活方式信息以及每位
患者的 DNA 样本。

结果发现， 总体而言， 接
受汞合金填充的患者和接受复
合树脂填充的患者在补牙失败
率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表
明， 两者一样耐用。 研究人员
发现， 补牙后 2 年内， 补牙失
败在爱喝酒的患者中更常见，
而男性吸烟患者补牙失败率总
体来说更高。

新研究还发现， 基质金属
蛋白酶-2 （MMP2， 牙齿中的
一种酶） 与补牙失败率升高有
关联 。 研究人员分析指出 ，
MMP2 可降低牙填充物与牙齿
表面之间的粘结， 进而导致补
牙失败。 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
展开。

维埃拉博士表示， 这项新
研究结果有助于牙医根据实际
情况给予患者更有效的个性化
的治疗， 提高补牙成功率。

李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