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一项新研究显示， 与睡眠
正常的人相比， 患失眠症的人出现
焦虑症的风险要多一倍。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
究人员让 18名健康参试者到睡眠实
验室休息两个晚上： 其中一个晚上
完全不睡觉， 另一个晚上可以正常
睡觉。 结果显示， 在没有睡觉的晚
上， 参试者第二天的焦虑水平增加
了 30%， 其中一半参试者的焦虑水
平达到临床诊断焦虑症的临界值。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
人员还探索了一晚没睡后大脑中
发生了什么。 他们在第二天早上让
参试者做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同时
向他们展示能使人感到痛苦的视频
片段， 例如虐待儿童或者老人， 刺
激参与者的情感反应。 该研究显
示， 在一夜没睡后， 参试者大脑中
产生情绪的区域———例如杏仁体和
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活动明显增多。
这两个区域都是负责处理如恐惧

等负面情绪的， 焦虑症患者大脑的
这两个区域都非常活跃。

同时， 当参试者处于睡眠不足的
状态时， 他们大脑内侧前额叶皮质的
活动减少。 大脑的这个区域是帮助控
制负面情绪的。 该区域的活动减少与
焦虑水平增加存在关联。 实验中， 该区
域活动减少最多的参试者的焦虑水平
增加也最多， 这说明在失眠与焦虑的
关系中， 情感控制是尤为重要的因素。

美国研究人员指出， 睡眠不足所
触发的大脑机理， 与让人们容易焦虑
的机理是一样的。 如果长期睡眠不
足， 可能导致患上焦虑症。

方留民

■健康新知

■探索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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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

英国 《自然》 杂志近日在线
发表的一项医学成果称， 英国剑
桥大学的科学家团队建立了长期
稳定的人体胎盘 “类器官”。 这些
“类器官” 模型代表了人体胎盘发
育研究的一项重大创新。

许多妊娠疾病， 如子痫前期、
胎儿生长受限、 死产等， 都会在
妊娠早期出现胎盘发育异常。 但
是， 由于缺少进行实验的功能性
模型， 对人体胎盘的认识一直受
限。 一个解决策略是通过实验室
体外培养， 开发出器官的小型简
化模型———“类器官”。

“类器官” 其实属于三维细胞
培养物， 包含其代表器官的一些
最关键特性。 此类体外培养系统
包括一个自我更新干细胞群， 可
分化为多个特异性器官的细胞类

型， 与对应的器官拥有类似的空
间组织， 并能够重现对应器官的
部分功能， 从而为科学家提供一
个高度生理相关的系统。

剑桥大学研究人员阿希礼·墨
菲特及其同事， 此次描述了如何
从妊娠早期人体胎盘 （妊娠 6 周~
9 周） 中获得的特定滋养层细胞，
建立长期、 遗传稳定的 “类器官”
培养物。 培养物生长迅速， 10 天~
14 天后就发育成三维 “类器官 ”
结构。 一年后， 3 个随机选择的培
养物仍在健康发育。

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 该
“类器官” 与生理发育正常的妊娠
早期胎盘非常相似， 具有典型的胎
盘功能特征， 如分化成特定类型的
滋养层细胞， 发育成绒毛 （指状）
结构， 分泌胎盘特异性激素等。 这

些 “孕期” 激素分泌物可以通过非
处方妊娠试验检测出。 这些 “类器
官” 可用于研究妊娠期间发生的生
理、 代谢和激素变化。

【点评】
人类对组织和细胞培养早已有

之， 但“类器官” 的出现， 却是细胞
培养技术真正的进步。 它不仅是一
个小型的简单化器官组织， 还可以
在体外展示器官的微解剖结构。 更
重要的是， 在精确控制下， 此次培
养的“类器官” 发展过程与天然的
胎儿器官发育过程十分相似。 因此，
胎盘“类器官” 能够为发生在胚胎
发育过程中的疾病， 提供相当可靠
的研究模型。 它不但是再生医学的
未来， 还是人类对抗疾病的利器。

张梦然

研究人体发育有了简化模型

癌症化疗的意义在于 ， 注入
患者体内的有毒化学物质会激发
和加速癌细胞的死亡。 但是 ， 化
疗副作用让患者痛不欲生， 医学
专家迫切希望能找到一种可终结
化疗的全新肿瘤治疗方法。 英国
《自然·通讯》 杂志刊登美国一项
最新研究称， 科学家发现， 人体
的每一个细胞都自带一个 “自杀
密码”， 一旦被触发， 就会导致该
细胞自我毁灭。 这一新发现对癌
症治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西北大学费因伯格医学
院肿瘤代谢学教授马库斯·E·彼得
博士认为 ， 细胞的 “自杀密码 ”
经过了 8 亿多年的进化过程， 其
主要目的是抗击疾病、 保持健康。
不过， 它的效力在自然情况下难
以匹敌侵袭性肿瘤。 这时， 如果
我们进行有效的人工干预， 通过
技术手段触发癌细胞内的 “自杀
密码”， 就可以起到与化疗等效的
抗癌作用。 具体方法是， 一旦发
现细胞内存在癌变苗头， 就对其
注 射 启 动 “ 自 杀 密 码 ” 的 药
物———微小核糖核酸 ， 触发癌细
胞自杀开关， 实施细胞自毁程序。

彼得博士表示， 这种方法的
目的不在于研发一种新的人工毒
素， 而是充分利用细胞的自然法
则， 更有效地治疗癌症。 新疗法
的最大好处是， 癌症患者将不再
承受化疗痛苦。

金也

变老的一个坏处是骨骼肌失去
了在受伤后愈合的能力。 美国匹兹
堡大学的最新研究表明， 所谓的
“长寿蛋白 ” 可罗索 （Klotho） 可
能既是罪魁祸首， 也是治疗靶点。

发表在英国 《自然·通讯》 上
的这项研究报告显示， 在年轻的
动物体内， 可罗索的表达水平在
肌肉受伤后急剧上升， 而在年长的
动物体内， 它的表达水平则保持不
变。 通过提高年老动物体内的可罗
索水平， 或是减轻可罗索不足的下
游效应， 研究人员就可以恢复受伤
后的肌肉再生能力。

该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 匹兹

堡大学医学中心康复科负责人法布里
西亚·安布罗西奥说： “我们发现，
我们能够挽救———至少是部分挽
救———老年骨骼肌的再生缺陷。 我
们看到， 年长动物的肌肉再生功能水
平与它们的年轻同类差不多， 表明这
可能是今后的一个治疗选项。”

匹兹堡大学的研究人员怀疑
可罗索是通过线粒体的功能障碍
来发挥作用的， 于是给体内可罗
索不足的动物服用了一种名为 SS－
31 的线粒体靶向药物———这种药
物目前正处于三期临床试验阶段。
与未接受治疗的对照组相比， 接
受治疗的动物在受伤部位长出了

更多新的肌肉组织， 它们康复后的
力量也与基因正常的小鼠不相上
下。 同样， 与生理盐水治疗组相
比 ， 在给受伤几天后的年长动物
注射可罗索后， 它们长出更多的肌
肉而且功能恢复得也更好。

从临床上来说， 上述发现可以应
用到肌肉损伤久治不愈或是肌肉在手
术中受损的老年人身上。 在适当的时
间点给他们注射可罗索能够促进他们
的肌肉再生， 带来更加全面的恢复。

不过， 安布罗西奥提醒称， 给
药的时机、 剂量和方式都需要作进
一步的研究。

新华

日本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发现
了钠离子浓度增加导致血压升高的
机制。 这不仅有助于了解过量摄入
食盐的危害原理， 还有望帮助开发
高血压新疗法。 相关研究报告已在
线发表在美国 《神经元》 杂志上。

虽然科学界此前已知体液内钠
离子浓度增加会促使交感神经活性
增高并导致血压升高， 但并不清楚
造成这一结果的机制。

日本基础生物学研究所等机构
的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发现， 正常实
验鼠过量摄入食盐 （氯化钠） 导致
体液中的钠离子浓度上升后， 大脑
一些特定神经胶质细胞中的钠离子
通道 Nax 就能够感知到这一变化，
进而会引起交感神经活性增高， 从
而导致血压升高。 Nax 是一种调节
细胞内外钠离子浓度的通道。

日本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 ，
进行基因操作让实验鼠的 Nax 通
道不能正常发挥功能后 ， 即便体
液中钠离子浓度上升也不会引起
血压升高 。 他们表示 ， 这项研究
为钠离子浓度增加导致血压升高
的机制提供了新见解 ， 期待有助
于开发高血压新疗法。

华义

癌细胞有“自杀密码”

■好奇心

过量吃盐，
为何会致血压升高

“长寿蛋白”或能促肌肉伤愈

人类胎盘“类器官”可长期稳定培养

“悠悠节食”， 也称 “溜溜
球式减肥”， 最初由美国耶鲁大
学研究员凯莉·D·布朗内尔提
出。 它是指瘦了又胖， 胖了又
瘦， 体重就像橡皮筋连接的溜
溜球一样或上或下。 美国 《临
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 刊登一
项新研究告诫， 悠悠节食与死
亡风险增加存在重要关联。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
Hak C. Jang 及其研究小组对
3678 名男女参试者展开了节
食减肥情况研究。 结果发现，
悠悠节食的减肥方法会导致不
利健康的后果———增加总体死
亡风险。 该项研究发现， 80%
的减肥者一旦停止减肥措施之
后 ， 其体重会反弹至原来体
重， 甚至超过原来的体重， 而
体重超标或肥胖会增加多种慢
性疾病及早亡风险。

徐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