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

英国科学家发现了首个只出现
于雄性体内的基因 UTY。 研究人
员称， 在人类和实验鼠身上进行的
研究表明， UTY 可帮助人类对抗
包括白血病在内的多种癌症。 这项
研究将改变人们对 Y 染色体的理
解， 并可能带来新的急性骨髓性白
血病 （AML） 疗法。

女性有 2 条 X 染色体， 而男
性有一条 X 染色体和一条 Y 染色
体。 X、 Y 染色体共享许多基因，
但只有少数基因 （包括 UTY） 仅
在 Y 染色体上被发现。 科学家一直
认为， Y 染色体只携带使胚胎发育
为雄性而非雌性胎儿的遗传信息。

英国维康基金桑格研究院和剑
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自然·遗传
学》 上撰文指出， UTY 似乎提供
了对抗 AML 的额外保护层。 他们
研究了人类和小鼠身上的 X 染色
体基因 UTX， 试图了解其在 AML
中 发 挥 何 种 作 用 。 结 果 发 现 ，
UTX 的丧失会加速 AML 的恶化，
因为健康的 UTX 基因在协调细胞
蛋白质和基因表达中发挥关键作
用。 他们还发现， UTY 会保护缺
乏 UTX 的雄性老鼠对抗 AML 的
恶化， 因为它可以执行 UTX 在预
防细胞疯长中所发挥的作用 。 而
且， UTY 的抑癌作用对其他几种
人类癌症也有效。

论文主要作者、 桑格研究所的
玛尔歌泽塔·格兹达德卡博士说：
“以前有人认为， Y 染色体的唯一
功能是制造男性性特征， 但我们的
研究表明， Y 染色体也可以对抗
AML 和其他癌症。”

英 国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 目 前
AML 患者的生存率仍然很低， 新
研究有助科学家更全面地了解有关
AML 发病和恶化的遗传基因， 了
解这一过程对于开发针对 AML 的
靶向药物至关重要。

刘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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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 国家老年医学中
心、 北京医院宣布， 老年医学研究
所所长蔡剑平教授带领其团队研究
发现， 人体尿液中 RNA （核糖核
酸） 氧化代谢产物 8-氧化鸟苷 （8-
oxoGsn） 的含量可以作为人体新的
衰老标志物。 相关论文不久前在
《老化神经科学前沿》 杂志上发表。

蔡剑平说， 一个人的年龄分年
代年龄和生物学年龄。 其中， 年代
年龄就是出生后按日历计算的年
龄， 而生物学年龄更能代表一个人
真实的衰老程度。 日常生活中常可
以看到， 同一年龄的不同个体生理
功能差异很大———有些人 “未老先

衰”， 有些人则明显比同龄人年轻。
据悉， 年代年龄与死亡风险增加相
关， 而生物学年龄与健康和衰老的
关系更为密切。

多年来， 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
寻找衰老标志物的检测方法。 从上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 DNA （脱氧核糖核酸） 突变导
致的病理性衰老上， 但对 RNA 与
衰老的研究却很少。 此次， 北京医
院的科研团队发现， 随着人体的衰
老进程， 全身细胞中的核酸氧化水
平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人体
具有非常精密的核酸氧化修复系
统， 会将有害的核酸氧化产物 8-

氧化鸟苷清除出细胞， 进入血液循
环和尿液。

新 研 究 表 明 ， 尿 液 中 出 现
RNA 代谢产物 8-氧化鸟苷的含量
如果对比同龄人的标准数据有所增
加， 就说明这个人的衰老加速， 生
物学年龄比同年龄人要大； 如果比
同年龄人少， 说明生物学年龄相对
年轻。

蔡剑平表示， 新的衰老标志物
的发现为更客观地评估健康与衰
老， 评估人的生物学年龄、 研究衰
老相关疾病、 促进健康老龄化进程
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贾晓宏 甘贝贝

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怎
么强调都不为过。 美国哈佛大
学一项最新研究就显示， 对于
成年人来说， 保持 5 大健康生
活习惯是使寿命延长 10 年甚
至更长的关键。

这 5 大生活习惯被研究人
员称为 “低风险生活因素 ”，
包括坚持健康饮食、 每天 30
分钟或以上中高强度的规律运
动、 控制体重 （身体质量指数
控制在 18.5 至 24.9 之间）、 不
吸烟、 不过量饮酒。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研究人员在美国 《循环 》 杂
志上发表相关论文称， 上述 5
大生活习惯对于大幅延长预
期寿命十分重要 。 即便只能
做到其中一项 ， 也会有明显
的降低早亡风险效应 。 如果
这 5 个方面都控制得很好 ，
那么预期寿命延长的效益也
将达到最大。

统计显示， 5 个健康生活
习惯全都具备的话， 女性最高
可延寿 14 年， 男性可能会因
此延寿 12 年。

该项研究共分析了 2 项大
型调查的数据， 其中涉及对约
7.9 万美国成年女性长达 34 年
的跟踪调查， 以及对约 4.4 万
美国成年男性长达 27 年的跟
踪调查。

与那些生活方式最不健
康 （5 个健康习惯全不具备）
的成年人相比 ， 保持最健康
生活方式 （5 个健康习惯全都
具备 ） 的人群 ， 死于心血管
疾病的风险要低 82%， 死于
癌症的风险要低 65%， 在跟
踪调查期间死亡的风险总体
要低 74%。

新华

美国心脏协会会刊 《循环 》
杂志刊登一项新研究表明， 如果
中年时 6 年不参加任何身体锻炼，
那么罹患心脏衰竭 （心衰） 的风
险就会显著增大。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助理
教授奇亚迪·努米勒博士及其研究
小组对 1.1 万名平均年龄 60 岁的
参试者展开了平均 19 年的年度跟
踪调查。 结果发现， 中年时坚持
每周进行至少 150 分钟快走或骑
自行车等中等强度至高强度运动
的参试者， 心衰风险可降低 31%。
6 年中， 在运动方面从零开始逐
渐达到推荐运动量 （每周至少锻
炼 150 分钟） 的参试者， 心衰风

险可降低 23%。 与始终不爱运动
的人群相比， 研究期间从不运动
逐渐达到中等运动水平或推荐运
动水平的人群， 心衰风险降低了
12%。 与始终保持中等强度运动
的人群相比， 降低运动量或很少
运动的参试者罹患心衰的风险会
增加 18%。

努米勒博士表示， 心衰是 65
岁以上人群住院的主要原因， 心
衰的风险因素包括： 高血压、 高
胆固醇、 糖尿病、 吸烟和家族史。
美国心脏协会建议， 每周应至少
保持 75 分钟的高强度运动或者至
少 150 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金也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人员
开发出一种手持便携式 3D 皮肤打
印机， 可以打印出多层皮肤组织，
以覆盖和治愈深度伤口 。 这是第
一个能在 2 分钟或更短时间内 ，
就地形成 、 堆积和凝固皮肤组织
的设备 ， 也是生物打印技术取得
的新突破。

深度伤口的表皮、 真皮和皮下
组织都可能受到严重损伤。 目前优
选的治疗方法为分层厚度皮肤移植
术， 是将健康的供体皮肤移植到表
皮和部分真皮上。

在大伤口上进行分层厚度移
植， 需要健康供体皮肤的所有三层
组织， 这样一来， 合格的皮肤供体
就很少。 而不合格的皮肤供体会使
得伤口区域不能完全覆盖， 导致愈
合不良。

尽管科学家已经研发出大量组
织工程皮肤替代物， 但尚未广泛应
用于临床。 当前， 大多数 3D 生物

打印机体积庞大、 工作速度慢、 价
格昂贵， 最重要的是不适合临床应
用。 研究团队认为， 他们发明的原
位皮肤打印机是一种平台技术， 可
以克服上述障碍， 同时改善皮肤愈
合过程。

报道称， 这种手持式皮肤打印
机类似一个白色的胶带分配器 ，
“生物墨水” 由基于蛋白质的生物
材料组成， 包括真皮中最丰富的胶
原蛋白、 参与伤口愈合的蛋白质纤
维等， 它们能沿着每张 “胶带” 延
伸。 该设备仅为鞋盒大小， 重量还
不到 1 公斤。 它还简化了传统生物
打印机的使用程序， 使所需的操作
培训大大减少。

现在， 研究团队计划给打印机
增加一些功能， 包括扩大可覆盖伤
口的面积等。 他们希望进行更多的
人体临床试验， 以期最终革新烧伤
护理技术。

房琳琳

5 大习惯
有助延年益寿

2 分钟修补深度伤口

首个雄性独有
抗白血病基因现身

8-氧化鸟苷———新衰老标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