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新技术

胰腺癌素有癌中之王之称。 最近，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社会与健康研
究中心一项新的多用途队列研究结果
表明， 平时多吃水果， 尤其是柑橘类
水果， 可降低胰腺癌发病风险。

上述研究小组对年龄在 45 岁～74
岁之间的约 9 万名男女进行了约 16.9
年的跟踪调查， 探讨了水果和蔬菜摄
取与胰腺癌发病的关联性。 研究小组
将这些居民日常食用的 138 种食品 ，
根据水果 （17 种）、 蔬菜 （29 种） 不
同的摄取量分为 4 个组， 进行对比分
析， 调查癌症发病风险， 并对居民的
性别、 年龄、 地域、 体重指数、 吸烟、
饮酒、 糖尿病史、 胰腺癌家族史、 运
动习惯等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 全部水果摄取量
最多的组与最少的组相比， 胰腺癌发
病风险下降， 而且限定的 3 种柑橘类
水果 （橘、 柑、 橙） 时， 下降倾向更
明显。 特别是非吸烟者， 大量食用水
果胰腺癌风险下降尤为显著。 日本研
究人员认为， 食用水果之所以能够降
低胰腺癌发病风险， 与水果中含有维
生素等抗氧化成分有关， 而柑橘类水
果中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高。

宁蔚夏

■健康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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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呼吸障碍是发生脊髓损伤
后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 而根
据英国 《自然·通讯》 杂志近日
发表的一篇论文， 美国科学家
报告称， 最新实验中， 有长期
（最长达一年半） 脊髓损伤的大
鼠在接受酶注射的相关治疗后，
恢复了呼吸控制。

在世界范围内， 脊髓损伤
发生率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 。
脊髓损伤是由于各种外力作用
于脊柱所造成的脊髓压迫或断
裂， 其治疗和康复已成为当今
医学界的一大课题———而呼吸
系统并发症， 就是高位脊髓损
伤 患 者 早 期 主 要 的 死 亡 原
因———损伤部位越高， 对呼吸
功能影响越大。

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 是
由于发生脊髓损伤后控制呼吸
肌的神经纤维经常发生断裂 ，
而在这些中断的神经纤维周围，

会逐渐形成瘢痕组织， 从而阻
断重新连接的再生尝试。 一直
以来， 人们认为在受伤后这些
纤维如果没有很快重新连接起
来， 就会快速死亡。

此次，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
研究人员菲利普·沃伦及其同事
的最新实验表明， 将硫酸软骨
素裂解酶 ABC 注射进大鼠脊柱
的一块区域后， 参与呼吸的神
经元， 有效地分解了在脊髓损
伤发生后所形成的瘢痕组织。

凯斯西储大学的研究人员
发现， 瘢痕组织消除后， 神经
萌芽显著， 患有近终身 （长达
一年半） 呼吸麻痹的大鼠最终
重新获得了几乎完全的呼吸控
制。 此外， 团队还发现结合间
歇性低氧条件可以增强恢复效
果， 并且可以在治疗后最长维
持 6 个月。

该研究的研究人员指出 ，

针对这一发现目前正在开展进
一步的研究， 以确定确切的恢
复机制。

【点评】
全球有数百万人患有慢性

脊髓损伤， 不同脊髓节段的损
伤将导致不同程度的呼吸肌功
能减退。 一般认为， 脊髓损伤
对呼吸功能的长期破坏性是不
可逆的。 但研究人员似乎发现
了改变的可能， 至少他们在大
鼠身上找到了解决方案。 注射
一种特殊的酶， 能够帮助唤醒
某些类型的神经细胞。 帮助大
鼠恢复呼吸控制只是第一步，
如果这一方案继续推进， 能帮
助恢复大鼠部分运动功能， 甚
至最后能用到人类身上， 那就
是生命科学给患者灰暗生活带
来的光明吧。

张梦然

注射一种酶可让实验鼠大口呼吸
脊髓损伤呼吸障碍恢复有望

为什么一些肥胖的人
反而不容易得糖尿病？ 英
国埃克塞特大学发布的一
项新研究显示， 人体与肥
胖相关的部分遗传变异反
而有助降低 2 型糖尿病 、
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相
关研究报告已刊登在美国
《糖尿病》 杂志上。

此前有研究认为， 人
体多余的脂肪存储在腰部
还是肝脏周围， 可能是由
基因决定的。 为了验证这
一理论 ， 埃克塞特大学 、
布鲁内尔大学等机构的研
究人员合作分析了英国生
物样本库中超过 50 万人
的数据， 这些人的年龄在
37 至 73 岁之间 。 研究人
员分析了这些人腰部的磁
共振成像扫描数据， 分析
他们多余的脂肪存储部位
与他们罹患 2 型糖尿病 、
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之间
的关系。

身体质量指数 （BMI）
是衡量胖瘦的一种常用标
准， 计算方法是体重 （千
克） 除以身高 （米） 的平
方。 通常认为的正常值在
20 至 25 之间， 超过 25 为
超重， 30 以上则属肥胖。

英国研究人员发现 ，
DNA （脱氧核糖核酸） 分
子中有 14 种遗传变异与

较高水平的身体质量指数
相关， 但同时又与较低的
糖尿病风险、 血压和心脏
病风险相关。

该研究的研究人员认
为， 这可能是因为这部分
遗传变异能够调控身体多
余脂肪储存在哪里———携
带这类遗传因素的人群 ，
他们的多余脂肪多数存储
在皮下， 而肝脏、 胰腺和
肾脏等主要器官周围存储
脂肪较少， 从而降低相关
的疾病风险。

报告作者之一、 布鲁
内尔大学的亚历克斯·布
莱克莫尔教授说 ， 就糖
尿病以及其他一些疾病
来说， 身体多余脂肪存储
在哪里， 比人体本身有多
少 脂 肪 更 重 要 。 “ （ 脂
肪 ） 直接存储在皮下要
比存储在器官周围尤其
是肝脏更好”。

张家伟

美国研究人员利用脑机接口技
术 ， 成功使 3 名四肢瘫痪患者获
得了控制平板电脑的能力 。 他们
只需想一想 ， 光标就能随着心意
移动并完成点击操作 ， 无论是看
视频听音乐 ， 还是购物聊天 ， 都
能轻松实现。

美国布朗大学、 斯坦福大学等
多家机构的研究人员近日在美国
《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 杂志上介
绍了这一最新开发的 “大脑门户 ”
系统。

该系统中， 植入大脑中的小型
传感器能够监测到大脑运动皮层发
出的神经信号 ， 这些信号随即被
“解码” 成数字信号， 并通过蓝牙连
接控制外部设备。

临床试验中， 3 名四肢瘫痪的受
试者成功按自己的想法操作平板电
脑。 他们在使用应用程序时， 每分
钟最多可进行 22 次点击选择； 在打
字时， 每分钟最多能够输入 30 个有
效字符。

美国研究人员介绍， 受试者评
价该系统 “直观且有趣”， 甚至有人
认为比先前自己还能用鼠标时还自
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配合 “大
脑门户” 系统使用的平板电脑完全
不需要做任何改装， 只要打开蓝牙
功能即可。

美国研究人员说， “大脑门户”
系统的应用还有很多， 例如， 当脑
卒中患者失去行动和说话能力时 ，
就可使用该系统与他人沟通。

新华

冬季来临， 又到泡桑拿的季节。
《英国医学委员会·医学》 杂志刊登芬
兰一项新研究发现， 经常洗桑拿浴可
以降低 50 岁以上人群心血管疾病死亡
风险。 其关键原因之一是桑拿有益降
低血压， 进而降低心脏病发作和死亡
风险。

东芬兰大学教授贾里·劳卡宁及其
研究小组对 1688 名平均年龄为 63 岁
的参试者进行了为期 15 年的跟踪随访
调查 ， 其中 51.4%的参试者为女性 。
研究人员收集了参试者洗桑拿浴的频
率以及心血管疾病发病情况及死亡率
等数据。

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随着每周洗
桑拿次数的增加 ， 心脏病死亡新增
病例数量呈递减趋势 。 具体数据表
明， 每周洗桑拿 4 至 7 次的参试者心
血管疾病的死亡病例为 2.7 例， 而每
周洗桑拿 1 次的参试者心血管疾病死
亡病例多达 10.1 例 。 每周洗桑拿超
过 45 分钟的参试者， 心血管疾病死
亡病例为 5.1 例， 每周洗桑拿不到 15
分钟的参试者， 心血管疾病死亡病例
则多达 9.6 例。

劳卡宁教授表示， 新研究表明，
中老年妇女和男性经常洗桑拿可以降
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 洗桑拿这一
保健作用可能存在多方面的原因， 其
中一大关键原因是洗桑拿有助于降血
压。 洗桑拿还可以提高心率， 这一效
果与低强度至中等强度运动相当。

李涛

美国新开发
“大脑门户”系统

肥胖相关遗传变异
可能有助降低糖尿病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