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新知

美国 《衰老神经科学前沿 》
杂志刊登韩国一项新研究发现 ，
除了改善身体和心理健康之外 ，
保持年轻心态也可减缓大脑衰老
进程。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研究员崔
金英博士及其研究小组对 68 名
59 岁至 84 岁的健康参与者的大
脑核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果进行了
深入分析， 观察了不同大脑区域
灰色物质情况。 研究人员还通过
问卷调查收集了参试者对自己真
实年龄的感觉 （自
我感觉自己比真实
年龄更老还是更年
轻 ）。 研究人员还
测试了参试者的记
忆和认知能力等 。
对 比 分 析 结 果 显
示， 自我感觉更年
轻的参试者， 其大
脑结构更年轻， 记
忆力更好， 大脑衰
老速度明显更慢 ，

也很少发生抑郁。
崔博士表示， 保持年轻心态

的人大脑灰色物质更多， 更能应
对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挑战。 而
感觉自己未老先衰的人群心理更
悲观， 生活方式也更不健康， 因
而导致身体总体健康水平降低 ，
大脑认知能力衰退加速。 新研究
表明， 为防止大脑早衰， 人们应
该保持年轻心态， 积极锻炼， 多
多用脑。

陈希

■好奇心

人类社会中的一些经济学规律
对细菌也适用。 葡萄牙研究人员利
用这一点开发出新方法， 成功破坏
病菌群体里的社会合作， 导致群体
崩溃、 消亡。

葡萄牙古尔本·基安研究所发
布的新闻公报说， 在此成果基础上
研制新药， 结合传统抗生素使用，
有望更好地治疗细菌感染， 还可能
帮助解决细菌抗药性问题。

群体生活的细菌像人类一样有
着复杂的互动， 通过合作更好地生
存和繁殖。 细菌个体会分泌一些有
用物质供大家使用， 同时从其他成

员的贡献中获益， 就像公民纳税并
享受公共服务。 基因突变有时会让
一些细菌不再生产公共物品， 成为
“福利骗子” ———且其繁殖的效率
更高， 群体里的 “福利骗子” 因此
越来越多 ， 最终导致公共资源耗
竭、 社会体系崩溃。

一个细菌群体所需的公共物品
通常不止一种， “福利骗子” 也相
应地有多种类型。 不同的 “骗子”
在一起会发生什么？ 研究人员对绿
脓杆菌进行体外培养实验， 发现当
群体需要 2 种公共物品时 ， 两类
“福利骗子” 会相互制约， 使群体

保持稳定。
该研究小组在美国 《当代生物

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说， 数学模型
显示， 公共物品生产成本的高低，
决定了 “骗子” 之间的相互制约能
否成功。 葡萄牙的研究人员通过调
节培养环境来改变成本， 打破了群
体内的平衡， 使 “骗子” 型细菌的
比例急剧升高， 从而破坏病菌群体
里的社会合作， 导致群体崩溃。 这
表明深入研究细菌群体的社会规
律， 将帮助人类在与病菌的 “军备
竞赛” 中掌握先机。

新华

■新技术

■发现

■探索

２０18年7月12日 星期四 编辑：颜青 邮箱：yanqing_1995@163.com 版式：洪学智07 医学前沿

丹麦科学家研制出了一种生物
工程卵巢———剥离了 DNA 和活细
胞成分的卵巢支架， 这是全球首个
能让未成熟卵细胞成功发育成适合
移植的受精细胞的人造卵巢。 研究
人员表示， 这种人造卵巢未来有望
让经历过癌症化疗的女性无风险地
成为母亲。

有些需要接受紧急医学治疗的
女性， 会将卵巢组织 （含有数千个
未成熟卵子， 这些卵子存在于被称
为卵泡的充满液体的囊中） 保存下
来， 希望在治疗后再将卵巢组织植
入体内。 然而， 如果有癌细胞留存
在卵巢组织内， 那么， 再次移植带
来的癌症风险也会很大。

哥本哈根理工学院团队的最新

技术避免了这一风险。 他们使用一
种化学过程， 剔除了卵巢组织细胞
的 DNA 以及可能包含有错误指令
导致细胞不受控制生长的其他特
征， 然后将未成熟卵细胞植入这个
空的卵巢支架中。

结果表明， 未成熟的卵子和组
织支架可以重新整合， 在这个支架
中存活下来， 然后可被移植到一个
活宿主———一只老鼠体内。

该团队负责人苏珊娜·波尔斯
说： “这是分离的人类卵泡首次在
脱细胞的人类支架中存活下来。 试
验表明， 它可以提供一种新的生育
保护策略， 没有恶性细胞 ‘卷土重
来’ 的风险。”

此前， 英国科学家首次将未成

熟细胞从卵泡中取出， 并在体外培育
为成熟的卵子， 但该研究没有卵巢支
架可让卵泡重新植入并自然发育。

独立医生认为， 这是 “开创性
的” 研究， “是生育保护领域极为
重要的进步”。 但这个过程仍需要
精简并证明对人类是安全的， 这可
能需要数年时间。 英国哈默史密斯
医院妇科医生斯图尔特·拉维博士
说： “如果这一技术被证明有效，
它会比试管受精 （IVF） 和冷冻卵
子更具优势。”

丹麦研究人员于最近在巴塞罗
那举行的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
（ESHRE） 年会上介绍了这一成
果。

刘霞

人造卵巢支架：让未成熟卵细胞正常发育

美国 《科学·转化医学》 杂
志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 牙
膏和洗手液等日常生活用品广
泛使用的抗菌剂三氯生会改变
肠道微生物组， 加重肠道炎症
反应， 并提高肠癌发生率。

论文第一作者、 美国阿默斯
特马萨诸塞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杨
海霞表示， 三氯生被用于超过
2000 种日常生活用品中， 如牙
膏、 肥皂、 厨房用品和玩具。

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等
机构的研究人员在 3 周内用含
有低剂量三氯生的食物来喂食
小鼠， 发现小鼠的肠道炎症反
应加重， 并提高肠癌的发生率。
研究人员随后用无菌小鼠进行
相同实验， 发现三氯生的作用
消失， 这说明三氯生是通过改
变肠道微生物组的构成来影响
肠道疾病的。

Toll 样受体 4 是菌群与机体
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一个关键
因子。 研究还发现， 在敲除这
一受体的小鼠中， 三氯生的作
用也会消失， 这说明 Toll 样受
体 4 在三氯生导致炎症反应中
也起到重要作用。

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等
机构的研究人员表示， 这项研
究成果表明有关部门需要进一
步评估三氯生对人体健康的影
响， 相关政策有可能需要调整。

据悉， 目前的国际通行标
准是， 牙膏中允许添加的三氯
生含量不得超过 0.3%。 欧洲消
费者安全科学委员会评估三氯
生风险后认为， 在牙膏 、 洗手
液、 沐浴露和除臭膏中 ， 0.3%
的最高允许含量从毒理学角度
看是安全的。

周舟

德国一项研究显示 ， 视力
减退会给患者带来 心理压力 ，
这样的压力反过来又会加剧视
力减退。

马格德堡大学研究人员分析
众多探索压力和眼部疾病关系的
研究和临床报告发现， 压力持续
较大以及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较
高会造成自主神经系统失衡和血
管失调， 增加眼内液体压力、 破
坏眼部血管或导致眼部发炎。 如
果减轻了患者心理压力， 可以逆
转视力衰退。

该研究的研究人员在欧洲
预测 、 预防和个性化医学协会
新出版期刊上报告 ， 视力衰退
不仅涉及眼部变化 ， 还关联脑
部 。 他们写道 ， “证据清晰表
明” 心理压力会造成视力衰退 ，
其 “不仅是青光眼 、 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 、 视神经病和老年性
黄斑变性等常见眼疾造成的后
果， 更是导致这些疾病的重要原
因”。 因此 ， 医生接诊时的言行
会对患者视力衰退的预后产生长
远影响。 患者如果被告知病情不
可逆转 ， 会增加他们的精神压
力 ， 使视力进一步恶化 ， 形成
恶性循环。

马格德堡大学的研究人员说，
许多患者怀疑精神压力是造成视
力减退的一个因素， 但许多医生
对这些视而不见。 他们建议医生
今后在治疗中多考虑患者心理因
素， 传递乐观信息， 改善医患关
系， 广泛增加心理咨询和减压疗
法， 包括压力管理训练、 放松训
练、 自我暗示训练 。 临床显示 ，
这些辅助治疗配合常规治疗， 能
增加眼部供血， 增大视力提高的
几率。

下一步， 研究人员将开展临
床研究， 验证压力与低视力疾病
的因果关系， 以评估不同减压疗
法对预防视力退化和改善视力的
效果。

王鑫方

长期“压力山大”
加剧视力受损

常用抗菌剂三氯生
或提高肠癌发生率

用经济学规律消灭病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