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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这件事， 很多人都耿耿于
怀 ， 年轻人在意的是胖了不好
看， 年纪大一些的， 更在意的是
伴随肥胖带来的糖尿病、 心血管
疾病。

大家总爱说 “一胖毁所有”，
从科学的角度看， 这并非一句玩
笑话。 最新的佐证来自于浙江大
学王福俤团队的研究———在最近
一期 《国际癌症杂志》 上， 浙江
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所长
王福俤团队发表了一篇论文， 从
4000 万人的大数据中发现， 肥胖
会增加 18 种癌症风险。

肥胖男性更易患结直肠癌
肥胖女性更易罹患脑癌
3 年前， 王福俤团队开始着

手以 BMI 为超重/肥胖测量指标，
在 325 篇相关前瞻性队列研究论
文中提取相关信息， 建立了一个
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涵盖了 4000
万人的样本研究， 随访时间为 4
到 30 年不等。 其中约 152.5 万例
患者报道发病， 涉及 23 种不同
的恶性肿瘤类型。 这样大规模的
数据库， 最终得出了 “BMI 与癌
症风险的正相关关系” 的结论。

BMI 值是体质指数， 这是用
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
出的数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
准 ， BMI 大 于 25 视 为 超 重 ，
BMI 超过 30 即属于肥胖。

据悉， 王福俤团队进行的此
项研究发现， 子宫内膜癌、 食管
腺癌等 18 种肿瘤的发病率， 会
随着人的变胖而升高： 当 BMI 值
每增加 5 个单位， 这 18 种肿瘤
的风险就会相应提高 2%到 48%。

比如一个身高 1.75 米、 体重
70 公斤的人， 他的 BMI 值就是
22.86。 当他的 BMI 值提高 5 个
单位时， 意味着他的体重变成了
85.31 公斤。 这也意味着他罹患
食管腺癌风险提高 45%、 肾癌风
险提高 20%、 肝癌风险提高 18%。

浙江大学的研究人员还发
现， 肥胖和癌症之间的关系， 男
性与女性并不相同， 肥胖男性患
上结直肠癌的风险更大， 而肥胖
女性更易罹患脑癌和肾癌。

肥胖与癌症相关
主要通过激素和饮食
肥胖易导致心血管疾病、 糖

尿病等， 是因为肥胖增加了心脏

负担、 血液粘稠、 血管堵塞、 胰
岛素分泌紊乱等问题。

那么肥胖为何会增加患上肿
瘤的风险呢？ “我们认为是肥胖
导致人体内激素水平出现问题，
进而造成肿瘤的发生。” 王福俤
解释说， “比如 BMI 增加导致风
险增加最多的子宫内膜癌， 医学
上认为它与雌激素水平有关系，
而肥胖则容易导致女性雌激素分
泌紊乱。”

在这 18 种恶性肿瘤中 ， 与
激素相关的还有胆囊癌、 甲状腺
癌、 绝经后乳腺癌、 卵巢癌、 胰
腺癌等 。 另外 ， 食管腺癌 、 肾
癌、 肝癌、 胃癌则和饮食习惯、
食物品种有着密切关系， 而饮食
不当同样会带来肥胖问题。

“不过肥胖与癌症之间作用
的生理及病理生理机制非常复
杂， 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王福
俤说，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研究
是肥胖人群减肥后， 这些肿瘤风
险会不会相应降低。”

王福俤提醒公众， 应保持良
好生活习惯， 保持健康体重， 避
免癌症等慢性疾病的发生。

张苗

“一胖毁所有”并非玩笑话

青霉素等抗生素常被用于对付
细菌， 但现在一些细菌不仅对抗生
素产生了耐药性， 甚至还能以抗生
素为食。 一项最新研究揭开了细菌
为何能 “吃” 青霉素的秘密， 相关
发现有助于解决抗生素污染问题。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
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英国 《自
然·化学生物学》 杂志上发表的论
文说， 他们分析了 4 种能 “吃” 青
霉素的土壤细菌， 发现有 3 组基因
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些基因的作用下， 细菌会
先释放 β－内酰胺酶， 以此使青霉
素失去杀菌能力， 然后再释放一种
特殊的酶， 用于将青霉素分解为可
供 “食用” 的物质。 整个过程就像
有经验的厨师处理河豚一样， 先去
除毒素， 然后享用美食。

青霉素是人类最早发现的抗生
素， 曾在卫生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但
随着细菌耐药性增强， 包括青霉素在
内的许多抗生素作用越来越有限。
近来人类研发新型抗生素的速度已
经跟不上细菌产生耐药性的速度，
这被视为全球卫生领域的严峻挑战。

细菌产生耐药性的原因包括滥
用抗生素、 药厂废水乱排等。 该项
研究的研究人员说， 了解细菌如何
“吃” 青霉素的机制， 有助于研发
新型抗生素， 还能帮助解决抗生素
污染问题。

新华

美国 《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 杂志
刊登英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精制白面
和大米等精制碳水化合物食物摄入过量
会导致女性绝经 （更年期） 提早 1年半。

英国利兹大学研究员雅什维·邓纳
拉姆博士及其研究小组对约 1.4万名英
国女性的相关数据展开了分析研究。 4
年之后， 研究人员对参试者展开了详
细的饮食问卷调查， 并收集了参试者
生殖史和自然绝经等健康信息。

结果发现， 英国女性更年期开始
的平均年龄为 51 岁。 跟踪调查开始
时， 900 余名 40 岁至 65 岁的女性已
自然步入更年期 （即至少连续 12 个
月没有月经 ， 绝经期也没有受到癌
症、 手术或药物影响而改变）。 结合
参试者饮食数据综合分析结果显示，
多吃三文鱼等肥鱼和豆类等粗粮的参
试女性绝经期推迟了将近 3 年。 那些
大量进食精制面食和米饭的参试女性
绝经期则平均提前了 1 年半。

早期研究表明， 绝经过早与骨质
疏松症、 心血管疾病增加存在重要关
联。 更年期之后， 乳腺癌、 卵巢癌和
子宫内膜癌的风险都会进一步增大。

邓纳拉姆博士指出， 豆类等粗粮
含有丰富的氧化剂， 有益延长女性经
期年龄。 肥鱼中的 ω-3 脂肪酸可增
强女性体内抗氧化能力。 而精制白面
和大米等精制碳水化合物食物却会增
加胰岛素抵抗风险， 进而干扰激素活
性， 导致女性过早绝经。

徐澄

丹麦的一项新研究表明， 经常发
生偏头痛的人， 更容易发生心脏病、
中风、 血栓和心率不齐。 相关研究报
告发表在 《英国医学杂志》 上。

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医学院流行病
学的科研人员收集了 1995 年~2013 年
共计 5.1 万名偏头痛患者和约 5.1 万名
非偏头痛患者的就诊病历， 并对受试者
做了跟踪分析。 结果发现， 每 1000 人
中， 有偏头痛的受试者发生心脏病的为
25人， 非偏头痛为 17人； 发生中风的
人， 前者为 45例， 后者为 25例； 发生
心律不齐的人， 前者为 47 人， 后者为
34 人； 发生危及生命的重症血栓者，
前者为 27人， 后者为 18人。 丹麦研究
人员在考虑了其它能导致心血管疾病的
因素如肥胖、 吸烟后发现， 偏头痛是影
响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奥尔胡斯大学医学院流行病学的
研究人员称， 目前尚不能确定偏头痛
与心脏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也不能
确定有偏头痛就一定会罹患心脏病。
但生物医学统计分析表明， 经常发生
偏头痛的人， 应该是心血管疾病的高
危人群。 研究人员建议， 有偏头痛的
人除了及时就医外， 还应当保持正常
的血压， 坚持运动和保持健康的饮食。

杨光平

肥胖增加 18种癌症风险

揭开细菌能“吃”青霉素的秘密

近日， 发表在顶尖学术期
刊 《细胞》 上的一项新研究显
示， 常见的维生素 D 可能给
糖尿病带来崭新的治疗思路！
该研究称 ， 激活维生素 D 受
体有助于修复受损的胰岛 β 细
胞， 有望成为治疗糖尿病的新
疗法。

2 型糖尿病是最常见的糖
尿 病 类 型 ， 占 总 病 例 数 的
90%。 此前已有研究显示， 如
果人们体内的维生素 D 含量
较高， 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较
低。 但医学界一直不清楚其中
的机理。

胰岛 β 细胞是一种胰岛细
胞， 能分泌胰岛素， 有调节血
糖含量的作用。 胰岛 β 细胞功
能受损导致胰岛素分泌绝对或
相对不足， 会引发糖尿病。 尽
管胰岛 β 细胞是糖尿病发病的
核心， 但目前大部分的糖尿病
疗法依然只着力于降血糖， 鲜
有直击 β 细胞病变的疗法。

此次， 美国索尔克生物研
究所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
究人员在培养皿中使用胚胎干
细胞培育出胰岛 β 细胞， 发现
一种化合物 iBRD9 可激活维
生素 D 受体 ， 让某些具有抗
炎功能的基因表达水平增强，
从而提高胰岛 β 细胞的存活
率。

论文高级作者、 索尔克生
物研究所的罗纳德·埃文斯解
释说， 糖尿病是炎症反应造成
的疾病。 维生素 D 受体可参
与调节炎症反应， 提高胰岛 β
细胞的存活率。 该研究的研究
人员开展的动物实验也发现，
这种化合物在激活维生素 D
受体后， 患有糖尿病的实验鼠
的血糖水平会恢复正常。

该新研究的研究人员说，
他们尚未发现新的化合物会对
小鼠造成副作用， 但还需进一
步研究以便进入临床试验。

（综合新华社、 生物谷）

维生素 D
或能用来治疗糖尿病

■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