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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

近期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和澳大
利亚墨尔本拉特罗贝大学心理与
公共卫生学院发表在 《英国营养
学杂志》 的一项共同研究表明，
胡萝卜能有效降低肺癌发病风险。

该项研究搜索了医学数据库
和医学文摘数据库 ， 对 2018 年
4 月之前发表的 18 项符合条件
的研究 （17 项病例对照研究和
1 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数据 （人
数 合 计 约 20 万 人 、 肺 癌 患 者
5517 名 ） 进行了荟萃分析 ， 结
果表明 ， 与胡萝卜食用量最少
的组相比 ， 胡萝卜食用量最大
的组患肺癌的风险降低了 42%。
按照肺癌的种类分析， 腺癌和混
合型降低幅度最明显 ， 前者为
66％， 后者为 39％。

宁蔚夏

《英国运动医学杂志》 日前
刊载的一项研究表明， 跑步与死
亡率显著降低存在相关关系。 如
果更多人开始跑步， 并不需要跑
太长距离或者跑太快， 也有助于
健康， 变得更长寿。

这项研究汇总了 14 个相关研
究， 共涉及 23 万多名研究对象，
对他们的追踪时间从 5.5 年到 35
年不等。 在分析了这些数据和资
料后，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等
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 与从不跑
步的人相比， 跑步者的全因死亡
率要低 27%， 跑步者死于心血管
疾病的概率要低 30%， 死于癌症
的概率要低 23%。

该研究发现 ， 哪怕只是一
周跑步一次 ， 每次持续时间不
足 50 分钟 、 速度低于每小时 8
公里 ， 都与人们健康状态改善
和寿命提升相关 。 但更大量的
跑步也并不意味着更大的健康
收益 。 研究发现 ， 在世界卫生
组织推荐的每周体育锻炼时长
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跑步量与全
因死亡率进一步降低并无关联 。
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
累积进行 150 分钟中等强度运
动或 75 分钟剧烈运动。

新华

步行速度已经成为判断老年
人认知疾病的关键特征， 走得慢
也意味着有更大风险患上痴呆。
而最近有研究指出， 这一结论在
青年人群同样适用， 走得慢的年
轻人不但大脑认知能力要更弱，
并且无论是生理年龄还是外表，
看起来都会更老。

步行速度下降
是正在衰老的一种标志
以往， 科学家更关注的是老

年人步行速度变化带来的身体影
响。 随着更多研究的开展， 科学
家已经发现步行速度还能反映出
一个人的生理功能变化， 因此可
以用来预测一个人的未来健康状
态变化。

早在 2010 年 ， 美国康涅狄
格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分析和整合
了多项步行研究的数据， 最终得
出了一项意外的结论： 步行速度
下降是人体正在衰老的一种标
志 。 这一结论意味着步行速度
可以作为一种长期观测的指标，
而不单单只是针对老年人这一
特定人群才有诊断意义 。 但是
现在还很少有研究结果显示 ，
人类在健康的年轻时期步行速
度的快慢是否和神经系统功能
之间存在联系。

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 来自
美国杜克大学的莱茵·拉斯姆森
提出了两种假设： 人在 40 岁时，
也就是成年人的健康旺盛期， 步
行速度就能作为一种反映生物学
衰老的指标， 在临床干预中可以
作为衰老的指示因素； 另外， 走
得太慢与较弱的认知功能具有联

系， 无论是中年还是年轻的儿童
时期。

拉斯姆森团队近期在 《美国
医学会杂志·网络公开》 上发表
的研究中， 召集 40 多岁的志愿
者参与， 并要求志愿者在安装有
电子设备的通道上步行。 研究人
员按照 3 种方式收集了他们的步
行数据， 分别是正常步行； 边步
行边背诵给出的字母顺序； 自身
能完成的最快行走。 在采集到步
行速度数据后， 团队开始对志愿
者的衰老进程和脑部结构进行了
分析。 衰老进程包括 19 项生理
指标 ， 比如体重指数 、 瘦素水
平、 血压、 胆固醇水平等， 除了
内部生理衰老， 研究也检测了外
部可见的面部衰老。

根据志愿者自身的报告和数

据来看， 那些显现出加速衰老的
人明显要走得更慢。 从内部生理
指标来看， 同年龄段的人之间，
相对于走得很快的人来说， 走得
慢的人生理衰老速度要快 5 年，
各项内部器官系统在 20 多岁以
后也会加速退化。 另外， 这些人
的面部也看起来要更老。

还没有明确的机制进行解释
而脑部结构也在步行速度不

同的人群中出现差异。 步行速度
和脑容量、 平均大脑皮层厚度呈
现出正比的关系， 而这几个指标
都被认为和认知能力相关。 也就
是说走路走得慢的人， 认知能力
也会更弱。

走得慢已经是一种非常重要
的信号， 这不是老年人才需要注
意的问题。 目前， 还没有明确的
机制来解释这一结果。 研究团队
在论文中提出了几种可能的假
设， 比如认知能力与步行相关的
脑区在神经层面具有联系； 大脑
作为最敏感的器官， 能够最先感
知到身体物理状态的变化； 也可
能有别的基因机制和生活习惯参
与了两者的联系和发展。

但可以明确地是， 步行速度
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健康测试
标志 。 它同样能够作为一个信
号 ， 让青壮年来判断大脑的认
知能力 ， 一旦步行速度出现显
著降低的迹象 ， 就要警惕往后
随着年龄增长 ， 有更大风险患
上一些认知能力减弱的疾病 ，
为阿尔兹海默症以及相关的痴呆
症做好预防措施。

杨心舟

年轻人注意

走路变慢预示着衰老在加快

最近一项新研究显示， 说话
晚的人可能更易发脾气。 美国西
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对 2000 名参
与者进行研究发现， 说话较少的
幼儿比其他具有典型语言技能的
幼儿更容易发脾气， 而且脾气更
暴躁。

这项发表在 《应用发展心理
学杂志》 上的研究称， 这是第一
项将学步儿童的迟发性词汇与严
重的发脾气联系起来的研究， 其
中包括 12 个月大的孩子。 研究
人员表示， 易怒和语言迟缓都是
日后语言和学习障碍的危险因
素， 约 40%的迟说话者会持续出
现语言问题， 影响他们的学习成
绩， 这就是为什么同时评估语言
和心理健康风险可能会加速早期
儿童疾病的识别和干预， 因为有
这种 “双重打击” 的儿童可能有
更高的风险。

这项研究调查了 2000 多名

父母， 他们的孩子年龄在 12 到
38 个月之间。 父母们回答了关于
孩子们说话的数量和他们发脾气
行为的问题， 比如当孩子累了的
时候和玩得开心的时候发脾气的
频率。 在这项研究中， 如果一个
蹒跚学步的孩子只有不到 50 个
单词， 或者在 2 岁时还不能拼出
单词， 就被认为是 “晚说话者”。

研究结果显示， 晚说话的人
更容易发生严重的或频繁的发脾
气， 其频率几乎是拥有典型语言
技能的同龄人的 2 倍。 研究人员
指出， 学步儿童在感到累了或沮
丧时就会发脾气， 大多数家长看
到孩子发脾气时都知道， 但没有
多少父母知道， 某些频繁或严重
的发脾气可能预示着日后出现心
理健康问题的风险， 比如焦虑、
抑郁、 多动症和行为问题。

方留民

说话晚的人可能更易发脾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