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 薰
衣草和茶树等精油中含有的
8 种化学物质会干扰人体激
素分泌， 可能与青春期男孩
乳腺组织不正常发育相关。

薰衣草和茶树精油由数
百种化学物质构成。 美国国
家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研究
人员审视其中 8 种关键成
分， 在实验室中让它们作用
于人体癌细胞， 观察可能引
起的变化。 他们发现， 所有
8 种化学物质均不同程度地
激活雌激素， 同时抑制睾丸
素。 这 8 种化学物质中， 4
种为薰衣草和茶树精油所共
有， 另外 4 种分别存在于两
种精油中， 部分化学物质存
在于其他至少 65 种精油中。

植物提取的精油广泛存
在于洗发水、 乳液、 香皂等
日用化学用品中。 精油同时
是颇受欢迎的清洁和医学治
疗用品。 人体对精油的反应
因人而异 。 研究领头人泰
勒·拉姆齐认为，
研究结果显示人
们 应 该 慎 用 精
油。 “我们的社
会 认 为 精 油 安

全，” 他说， “然而其中含
有多种化学成分， 应该谨慎
使用， 因为一些成分是潜在
的内分泌干扰物。” 研究人
员将向正举行的美国内分泌
协会年会报告这项发现。

男子女性型乳房是一种
罕见症状， 成因不明。 先前
病例显示， 越来越多出现女
性型乳房的男子曾经局部使
用精油产品。 另一些研究人
员认为， 仍须深入研究才能
确认这种症状由精油使用引
起。 英国爱丁堡大学女王医
学研究所名誉顾问、 儿科内
分泌专家罗德·米切尔说 ，
研究显示男子女性型乳房可
能与薰衣草或茶树精油使用
相关， 但鉴于研究以癌细胞
试验为依据， 需谨慎解读研
究结果。

袁原

精油或致男孩乳腺
发育不正常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了 “喜怒不形
于色” 难以实现的原因。 一项最新研
究显示， 人的各种情绪会通过脸色变
化表达出来而无需肌肉运动， 且约七
成人能 “察言观色”， 迅速识别出这些
情绪。

发表在美国 《国家科学院学报 》
上的这项研究显示， 判断一个人的情
绪可以通过观察其鼻子、 眉毛、 面颊
或下巴等处血流的细微变化， 这些变
化由中枢神经系统引发。

美国研究人员从数百张表情图片
中总结出不同的 “情感色 ”， 然后将
这些颜色附加在面部表情中性的图片
上 ， 让 20 名受试者识别 ， 其中包括
简单的 “开心” 色和 “悲伤” 色， 也
包括相对复杂的 “悲愤 ” 色和 “惊
喜” 色。 结果显示， 约 70%的受试者
正确识别出 “开心” 色， “忧伤” 色
的识别率约为 75%， “愤怒” 色的识
别率约 65% 。 研究者还让受试者看
“开心” “悲伤” 等非中性表情的图
片， 但将部分颜色搞混， 例如开心的
脸上附加了 “愤怒” 的颜色， 受试者
会认为图片 “反常 ”， 却说不出哪里
出了问题。

“受试者可以准确识别出哪些颜色
与表情相符、 哪些不相符。” 美国俄亥
俄大学认知科学家亚历克斯·马丁内斯
说， 不论性别和种族， 人们表达情绪
时都表现出相同的颜色模式。 在我们
日常语言中有不少将面色与情绪联系
起来的词汇， 如 “脸都气绿了”， 新研
究表明这些词汇有着生理学基础。

周舟

■好奇心

■健康新知

意大利一项新研究表明， 精
子数较低的男性罹患心脏病、 糖
尿病等潜在致命疾病的风险更高。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内科和男
科教授阿尔伯托·弗林博士及其研
究小组对 5000 多名男性的医学数
据展开了梳理分析 。 结果发现 ，
男性中精子数量和质量问题发生
率约为 5%。 精子数量低的男性罹
患高血压 、 高血脂的几率高出
20%。 每毫升精液中精子数低于
1500 万， 即被认定为精子数量偏
低。 导致精子数量下降的原因相
对复杂， 其中包括遗传基因和生
活方式因素。 其他因素包括： 男
性激素或自身免疫系统异常也会
阻碍精子产生或者破坏精子， 压
力、 饮酒、 肥胖等因素会影响生
育能力。

新研究还发现， 与伴侣结婚
后难以怀孕的男性 “好” 胆固醇
水平偏低和 “坏” 胆固醇水平偏
高的风险高出同龄男性 20%。 这
些男性更可能体重超标或肥胖 ，
睾酮水平偏低， 导致性腺机能减
退。 代谢综合征会增加这些男性
罹患心脏病、 中风和糖尿病风险。
不过， 通过改善饮食、 积极运动
及戒烟戒酒等措施可以改善其生
活方式。 对不育男性的进一步分
析发现， 其性腺机能减退风险是
普通男性的 12 倍， 其中一半男性
的骨密度也偏低。

陈宗伦

■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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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三国的肿瘤学专家
历时 3 年余 ， 98 个研究中心参
与， 就是为了同一件事———为晚
期结直肠癌的患者找到延长生存
期的治疗方法。” 中山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徐瑞华教授表示， 新方
案可显著提高晚期结直肠癌患者
的生活质量。

这项由广东专家领衔中日韩
研究团队开展的新研究近日在全
球顶级肿瘤学杂志 《柳叶刀肿
瘤》 在线发表， 欧洲肿瘤内科学
会泛亚洲结直肠癌指南已采纳该
方案。

结直肠癌是世界第三大常见
恶性肿瘤。 近 10 年我国结直肠癌
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早期
结直肠癌可以通过手术治愈。 对
于不可手术治愈的晚期结直肠癌，
全身性化疗为首选治疗手段。

徐瑞华介绍， 对于晚期结直
肠癌患者， 氟尿嘧啶和伊立替康
的 双 药 联 合 化 疗 方 案 （ 简 称
FOLFIRI） 是国际指南推荐的标

准化疗方案之一 。 但采用该方
案， 患者需要每 2 周进行一次长
达 46 小时的输液 ， 且治疗前要
接受中心静脉插管手术。

相比之下， 新方案被称为改
良的双药联合方案 （卡培他滨+
伊立替康， 简称 XELIRI）。 研究
团队证明， 按照新方案， 患者只
需每 3 周进行一次 2 小时~3 小时
的输液 ， 且疗效更好 ， 副作用
少， 费用也更低， 治疗前也无需
进行插管手术。

据了解， 根据此前欧美临床
研究发现， 卡培他滨+伊立替康
的双药联合化疗方案在欧美人群
中副作用非常大， 疗效也不及预
期， 因此该方案一直未被结直肠
癌的各大国际指南推荐使用。 基
于此， 徐瑞华提出设想———是否
可以优化卡培他滨和伊立替康双
药联合化疗方案， 适当降低剂量
以减低副作用并提高疗效 ？ 随
后， 徐瑞华与韩国峨山医院金泰
万教授、 日本爱知县肿瘤医院室

圭教授共同带领研究团队展开
AXEPT 研究 ， 即针对一线治疗
失败后的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大
型国际多中心 III 期临床试验。

该研究 2013 年 12 月启动 ，
至 2017 年 6 月结束， 共有 650 名
一线化疗失败的晚期结直肠癌患
者加入项目， 随机分组接受 2 种
方案治疗。 研究结果显示， 接受
改良的卡培他滨和伊立替康双药
联合化疗方案的患者平均生存期
达 17 个 月 ， 超 过 了 接 受
FOLFIRI 方案的患者的平均生存
期 （15 个月）； 不良反应发生率
从 72%降低至 54%， 其中血液学
毒性 （如白细胞减少等） 问题的
发生率更是从 45%下降至 20%。

新方案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
量 ， 也大幅提高了患者的依从
性， 还为患者减少了差旅费用。
在该研究结果公布后不久， 欧洲
肿瘤内科学会泛亚洲结直肠癌指
南就已将其采纳。

（综合 《南方日报》《健康报》）

副作用少、费用更低，已改写国际指南
晚期肠癌化疗有了优化方案

一项新研究警告称， 睡眠时
任何种类的光线， 无论是从窗帘
缝隙透出的光， 还是智能手机的
闪光， 都可能会增加人们患抑郁
症的风险。

日本奈良县立医科大学的研
究人员招募了 863 名平均年龄为
72 岁的老年人。 在这个为期 2 年
的研究初期， 这些老人并没有抑
郁症状， 即焦虑或长期的悲伤感。

该研究的研究人员对这些老
人房间的光线水平进行了测试 ，
他们把测量仪器放在每位老人的
床头， 以此来判断老人入睡时会
看到的光量。 约有 710 人睡在完
全黑暗的房间内， 而其余的人则
在夜间会暴露于光线下。 研究人
员还要求这些老人记睡眠日记 ，
并完成一些调查， 以监视他们抑
郁症状的发展。 结果显示， 与睡
在完全黑暗的房间的人相比， 夜
间暴露在超过 5 流明光线中的人
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要高得多。

曹淑芬

喜怒难以不形于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