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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新社 8 月 1 日报道，
这篇发表在美国《科学》周刊
的研究论文称，他们采用的这
种方法，以迄今所能达到的最
高精度，使用人体内最丰富的
蛋白，复制出了复杂的人体生
物支架。

随后，这些结构可以嵌入
活体细胞和毛细血管，其精细
度可达 20 微米，远远高于大
多数用于制造塑料结构的 3D
打印机。

论文作者之一、美国卡内
基 - 梅隆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教授亚当·范伯格对法新社记
者说：“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可
以用胶原蛋白打印出心脏瓣
膜。 ”

范伯格说：“虽然我们还
没有把它置入动物体内，但我
们建造了一个模拟人体压力
和流速的测试台，并且我们证
明， 它被放入后能正常工
作。 ”

报道称，该研究小组使用
磁共振成像技术对人类心脏
进行扫描，来复制患者的特定
心脏部位，他们已取得了心跳

同步和瓣膜开闭等成果。
据报道，2019 年 4 月，以

色列的一个研究小组宣布，他
们利用人体组织和血管，制造
出 3D 打印心脏，但这颗心脏
无法泵出。

过去，科学家们尝试打印
人体生物支架，即“细胞外基
质”， 但一直受到组织还原度
和精细度低下的制约。

报道介绍，胶原蛋白是实
现这项任务的一种理想的生
物材料，因为它存在于人体的
所有组织中。 它一开始是液
态， 在尝试打印的过程中，它
会变成类似果冻的胶质。

但科学家们利用 pH 值
的快速变化，使胶原蛋白在精
确控制下固化，从而克服了这
些障碍。

范伯格说：“这是第一个
版本的心脏瓣膜。 ”

这项名为“悬浮水凝胶自
由形式可逆嵌入”(FRESH)的
技术，可以让胶原蛋白在凝胶
支撑槽中一层一层地叠加，然
后通过从室温到体温的加热，
把支撑槽融化，从而得到一个

完好的结构。
报道称，该团队的设计是

开源的，这意味着其他实验室
可以复制结果和打印相同的
组织。

未参与该项目的美国塔
夫茨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师奎
妮·达斯古普塔和劳伦·布莱
克在《科学》周刊上发表的评
论文章中说：“其他方法曾演
示了如何打印脉管系统或胶
原蛋白，但都没有达到新方法
的精确度。 ”

他们还说，这项新技术制
造出来的结构可以“大大提高
细胞活力”， 并促进新血管的
生成。

但他们提醒说，功能性结
果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最终的
目标是 1 微米甚至是更高的
精确度。

从长远来看，这项技术将
来有可能被用于打印心脏或
其他器官。 美国有 4000 人正
在等待心脏移植，而且全世界
还有数百万人需要进行心脏
移植。

报道认为，实现这一目标
面临的挑战包括，生成生物打
印大型组织所需的数十亿个
细胞，达到制造规模并遵守监
管程序，以便在动物以及最终
在人类身上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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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炎热，很多人都喜欢
吃冰箱里的冷藏食物或喝冰
镇饮料消暑。 专家提示，对于
肠胃功能较弱的人， 饮食过
多贪凉易造成胃黏膜损伤 ，
还影响消化、吸收功能，甚至
患上“冰箱病”。

北京儿童医院营养科主
治医师杨文利表示 ，“冰箱
病” 指的是人以不适当的方
式食用了存放在冰箱中的食
物，引起腹痛、腹泻、呕吐等
胃肠道不良反应。 夏季大量
摄入冰箱内的冷藏或冷冻食
物， 胃肠在受到强烈的低温
刺激后，引起胃部痉挛，导致

上腹阵发性绞痛和呕吐等症
状，称之为“冰箱胃炎”。

有一种细菌名为耶尔森
氏菌，属于嗜冷病菌，它广泛
存在于猪、狗、牛、马、羊、兔、
鸽等动物体内， 即使在冰箱
中也能继续繁殖， 进入人体
适宜环境后会大量繁殖，如
果食用上述食品之前没有未
充分加热，就很容易引起“冰
箱肠炎”，导致腹痛、腹泻等
症状， 免疫力低下者甚至可
以继发败血症。

刚从冰箱冷冻室取出的
食品，如果立即进食，由于温
差较大， 可刺激口腔及食道

黏膜， 反射性地引起头面部
肌肉、血管痉挛，产生头晕、
头痛、恶心等一系列症状，称
为“冰箱头痛”。 冰箱如果平
时不经常清洗， 冷冻机的排
气口和蒸发器处很容易繁殖
细菌及真菌， 过敏性体质者
或免疫力低下儿童吸入这种
带菌的空气后， 很容易出现
咳嗽、气促、喘息、胸闷、胸痛
等症状，称为“冰箱肺炎”。

如何在使用冰箱的同
时，有效避免“冰箱病”？ 北京
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
院长 、 普外科医生徐佳表
示， 首先夏天尽量吃新鲜食

物。 冰箱不要长时间存放食
物， 尤其是一些蔬菜类建议
不超过 3 天。 腐败食物应立
即丢弃 ， 避免污染其他食
物。 其次， 冰箱应定期清洗
消毒。 夏季每周 1 次， 其他
季节每月至少 1 次 ， 可用
0.5%的漂白粉擦洗，然后擦
净即可。 此外， 不要把冰箱
塞得满满当当， 留一些空隙
保证冷空气流动。 另外尽量
减少开冰箱次数， 缩短开门
时间。 冰箱内生熟食物分开
放置，蔬菜最好密封保存，避
免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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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累积
的压力可能对女性记忆力产
生极大影响，这可能是女性比
男性更易罹患痴呆症及相关
疾病的原因之一。

据美国《大众科学》月刊
网站 8 月 7 日报道，研究人员
分析了 909 名巴尔的摩居民
的信息，这些人参与了美国国
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一项长
期研究。 在跟踪研究的过程
中，研究人员发现，女性似乎
比男性经历了更多可能跟压
力有关的记忆力丧失。

科学家们已经知道，罹患
阿尔茨海默病的女性人数几
乎是男性的两倍，但他们不知
道这是为什么。 新研究报告的
作者、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精神病学教授辛西娅·芒罗对

阿尔茨海默病进行了研究。 芒
罗说：“这方面的很多研究都
关注性激素。 ”但她和她的合
作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他
们认为这可能跟人体“压力激
素”皮质醇的水平有关。

报道称， 此前的研究显
示，虽然每个人在承受压力时
产生的皮质醇水平都会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上升， 但 60 岁
到 70 岁出头的女性体内的皮
质醇水平可能是同年龄段男
性的三倍。 尽管这项新研究发
现，女性记忆力受日常压力刺
激的影响格外大， 但芒罗指
出，她的研究可适用于任何性
别，因为“压力激素”皮质醇会
影响每个人。

报道指出，这些研究对象
最早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参
与该研究的，到这项研究进行

最后 两 轮 体 检 ———分 别 于
1993年至 1996年、2004年至
2005年进行———时，他们已人
到中年。 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
那次体检中，参与者年龄都在
47 岁上下。 到最后一轮体检
时， 他们的年龄都已接近 60
岁。

报道称，在最后两轮体检
中，参与者被问及在前一年是
否经历过任何创伤性事件 (强
奸或者袭击之类的事件)。他们
还被问及是否经历过压力重
重的生活(如失业、结婚、离婚
等相对常见的事情)。

研究人员还测试了参与
者的记忆能力，要求他们记住
测试人员大声说出的 20 个单
词。 比较第四次测试和第三次
测试的结果可以发现，参与者
能记住的单词数量减少了。 之

后，研究人员分析了有压力的
生活经历或者创伤性事件是
否对记忆力衰退有影响。 他们
发现，对女性来说，有压力的
生活经历与她们在记忆力测
试中表现不佳次数较多有关。

美国埃默里大学的精神
病学教授香农·古尔利说，这
些发现与现有的大多数关于
人类的研究确实大不相同。 古
尔利说，对人类的研究往往重
点关注可能导致创伤后应激
障碍的事件，而这一最新研究
“直接比较了我们每个人都可
能在生活中经历的日常压力，
包括一些可能非常受欢迎的
事情，比如孩子出生”。 古尔利
表示：“他们发现，这些日常压
力实际上对女性的认知功能
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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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 吃黑巧克
力似乎能将患抑郁的风险降
低四分之三。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
8 月 1 日报道， 在接受调查
的 1.3 万人中出现过抑郁症
的比例为 7.6%，而在吃巧克
力的人群中出现过抑郁症的
比例仅有 1.5%。 英国伦敦大
学学院、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
学和艾伯塔省卫生服务局开
展的调查还发现， 食用任何
种类巧克力最多的人报告抑
郁症状的可能性要低 57%。
这项研究发表在《抑郁和焦
虑》杂志上。

该研究首席作者、 伦敦
大学学院流行病学与卫生保
健研究所的莎拉·杰克逊博
士说：“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些
证据， 证明吃巧克力———尤
其是黑巧克力———可能与降
低临床相关抑郁症状的几率
有关。 ”

他说：“一旦建立起证明
摄入巧克力对抑郁症状具有
预防作用的因果关系， 我们
就必须了解其生物学机制，
以确定巧克力的种类和数
量， 从而实现对抑郁症的最
佳预防和控制方案。 ”研究团
队评估了来自美国全国健康
和营养调查中 13626 名成年
人的数据。 他们还考虑了其
他一系列因素，包括身高、体
重、婚姻状况 、种族 、教育程
度、家庭收入、体育活动、吸
烟和慢性健康问题， 以确保
这项研究只衡量巧克力对抑
郁症状的影响。 在把这些因
素考虑在内之后，研究发现，
与不进食巧克力的人相比 ，
任意两天内进食过黑巧克力
的人在之前两周中出现临床
相关抑郁症状的几率要低
70%。

报道认为， 巧克力含有
大量精神活性成分， 这些成
分可产生类似大麻素带来的
兴奋感。 它还含有苯基乙胺，
这种物质被认为对调节情绪
很重要。 黑巧克力还含有较
高浓度的类黄酮， 这种抗氧
化剂既能减轻炎症， 又能防
止抑郁的产生。不过，英国科
学家敦促人们谨慎对待这一
发现， 认为吃黑巧克力的决
定可能与其他健康因素有
关。 / 新华社

气候变化的速度对生物
来说实在过快。各类生物都在
尝试适应变化： 随着温度升
高，有些树木占据更靠北的或
者山上海拔更高的地方。 许多
鸟类提前进行迁徙，鱼类往北
游动。 但为数不多的研究证
明，只有少量物种能适应全球
变暖。

据西班牙《国家报》网站
7 月 30 日报道， 一组研究人
员复查了一系列科学出版物，
他们找到了近 5000 项研究和
涉及超过 1400 个物种的数
据。这些数据收集了温度升高
和不同动物的某些特征或行
为模式的改变之间的联系，如
育雏期或迁徙期的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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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造出心脏组织
有朝一日或可制作出完整器官

高温炎热要警惕“冰箱病”

为何女性比男性更易患痴呆症？

吃黑巧克力
可降低抑郁风险

全球变暖速度太快
动物跟不上变化

美国科学家当地时间 8 月 1 日宣布，利用 3D 生物打印机，他们成功地用
胶原蛋白制造出可正常工作的心脏组织。 他们说，这项突破性技术有朝一日可
以制造出完整的器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