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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底踩蟑螂

会“越踩越多”？
夏天，又到了蟑螂出没高峰期。你见到的

每一只雌性蟑螂，都可能一次产下100个崽。
浙江大学昆虫科学研究所教授祝增荣

介绍，蟑螂和别的昆虫一样，种族基数大，
即便杀死90%，剩下的10%也能再繁衍出很
多后代。以最常见的德国小蠊为例，蟑螂出
生后两个月内为未成年期，具备生育能力
后，一生能交配6~7次，每次产卵约40个，而
且它们孵化长大后，还可以相互交配、跨代
交配，呈几何式增长。也就是说，一只母蟑
螂就能繁衍出成千上万只后代……还有些
蟑螂可以实现自体繁殖，比如美洲大蠊。

脚踩蟑螂，是许多人常用的灭蟑方法。
也有不少人听说，踩死雌性蟑螂会孵化出
很多小蟑螂，这是真的吗？祝增荣表示，如
果蟑螂体内的卵并未成熟，那么踩死雌蟑
螂很可能终止卵的形成与发育，那“孵化出
小蟑螂”就无从谈起了。如果卵已成熟，并
且被踩死或拍死后，卵鞘仍旧活着，从母体
被挤出后，确实会继续孵化出小蟑螂。

如果卵鞘留在鞋底缝隙中，人在屋内走
动，孵出来后，也会扩大蟑螂活动范围。所以，
如果不小心踩死、拍死蟑螂，应立刻用肥皂洗
手或清洗鞋底，并对地板进行清洁与消毒。

凭啥TA喝了咖啡贼精神

而我那么焦虑？
“咖啡因在体内的第一个作用靶点是

大脑。”法国国家健康与医疗研究所专家尼
利格说，“咖啡因最快在2分钟-5分钟内就
能抵达大脑，并且在摄入后45分钟至90分
钟达到峰值。”咖啡因到达大脑后，会刺激
睡眠—觉醒环路，使人清醒和警觉。

奇怪的是，虽然咖啡因激活同样的大
脑通路，其强度却有极大的个体差异。有人
摄入少量咖啡因，就会焦虑、失眠。到底是什
么决定了我们对咖啡因的生理反应？最大因
素或许是我们的饮食习惯和基因组成。

那些一天喝3杯或更多咖啡的人，表现
出更强的咖啡因代谢能力，每天需要喝更多
咖啡，才能使血液中的咖啡因达到活性水平；
而另一些人代谢慢，对咖啡因很敏感，摄入较
低剂量，也会出现强烈的焦虑症状。

可乐配炸鸡

你的细胞死伤惨重
炸鸡、汉堡加可乐，这样一餐让人心情愉

悦，但一项研究提示，经常食用这种高脂、高
糖食物，付出的代价可不仅仅只是肚子上长
出肥肉那么简单！这些食物会在代谢后向血
液中输送大量甘油酸，并摧毁你的胰腺细胞。

我们知道，2型糖尿病和胰腺的工作状
态有很大联系。血液中过高的葡萄糖水平，
会让胰腺觉得自己工作没做足，然后加足
马力继续生产胰岛素，这样会让胰腺处于
过劳状态，损伤大量胰腺细胞。

也有证据显示，饮食中的果糖与高脂饮
食同时进入身体时，与2型糖尿病的发生具备
一定联系。大部分经由小肠代谢的果糖，会生
成名为甘油酸的代谢产物，这些甘油酸不会
只停驻在小肠，而会随着血液循环流经全身。

高脂饮食会进一步提升小肠中的果糖代
谢，并增加循环中的甘油酸水平。一口炸鸡，
一口含糖饮料，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现象。

为什么猫咪会在门口

等主人回家
猫咪不会看时间，却有着精准的生物

钟，是依靠太阳、磁场等大自然力量以及主
人日常生活习惯进行调节的。作息比较规
律的主人，会让猫很容易判断主人什么时
候要做什么事，因此，每当到了主人下班回
家的时间，猫咪的生物钟“闹铃”响起，它就
会准时到门口守候。猫咪有非常灵敏的听
觉，它的耳郭就像一个“小雷达”，也很容易
辨别主人回家时的脚步声。

此外，有测试表明，65%-68%的猫咪都
表现出对人类的情感联系。猫咪出于想念
而选择准时等主人回家也是有依据的。

据环球科学、知识分子

狡猾！趁人睡觉，癌加速转移
《自然》新发现：癌细胞转移速度受褪黑激素等控制

乳腺癌是最常见的
癌症之一，每年全世界
约230万人患上这种疾
病。如果及早发现，患者
通常对治疗反应良好。
然而，如果已发生转移，
治疗起来会更加棘手。
那么，癌是如何实现转
移的？最近，科学家确定
了癌细胞转移的一种狡
猾方式：当患者睡着时，
癌细胞就苏醒了，它们
在身体各处乱窜，寻找

“新家”落户。

有些科研人员习惯熬夜开展实验，
有人却习惯在清晨开始工作。那么，同样
的实验步骤，如果血液采样时间不同，实
验结果会一样吗？

发表在《自然》的最新研究中，科学
家发现，癌细胞转移，竟与患者的作息、
褪黑激素等密切相关。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者发
现：当生物体处于睡眠状态时，肿瘤会产
生更多循环细胞。这些循环癌细胞是从
原位癌区域脱落下来的“散兵游勇”，它
们会在全身各处寻找合适的“新家”。

与白天离开肿瘤的循环细胞相比，
夜间离开的细胞分裂更快，因此形成转
移的可能性更高。

研究团队共招募了30名患有乳腺癌的
女性志愿者，分别在上午10点(清醒)及凌
晨4点(熟睡)收集其血液样本。尽管她们有
些是早期未转移阶段，有些已发生了转移，
但均展现了相同的现象：大部分循环癌细
胞都来自于夜间获取的样本。

研究者认为，昼夜节律很可能影响了
癌细胞转移过程，于是设计了一批肿瘤小
鼠模型，开始更深层次分析。

结果显示，在对肿瘤小鼠的血液样
本检测时，早上和晚上取样会有不同结
果，尤其是血液中循环癌细胞水平差距很
大。与人类相比，小鼠每单位血液中发现
的癌细胞数量惊人。原因是作为夜行动
物，老鼠在白天睡觉，而这正是科学家收
集大部分样本的时间。

科学家强行破坏小鼠的节律时钟，
让它们休息与活动的时间变得混乱。结
果发现，即使扰乱小鼠的节律，它们仍然
休息时循环癌细胞上升，活动时下降。科
学家最终确定：那些后来会形成癌转移
的细胞，真的就是在睡眠时期出现、活跃
的。

这一发现表明，未来有关肿瘤的研
究，很可能要记录活检样本的时间，这样
才能保证数据具有可比性。下一步，科学
家将弄清如何将这些发现纳入并优化现
有癌症疗法，并调查不同类型的癌症是
否与乳腺癌表现相似。

受昼夜节律控制
癌在睡眠时扩散更快 夜间会产生褪黑激素，长期熬夜易致癌

在上述研究中，科学家特别强调，
“循环癌细胞从原始肿瘤逃逸，受到褪黑
激素等控制，而褪黑激素决定了我们的
昼夜节律。”那么，什么是褪黑激素？除了
能控制癌细胞转移，它与癌症之间还有
哪些渊源？

专家解释，位于大脑正中央的松果
体，被视为人体的第三只眼，约为一个米
粒大小，位于上丘脑部位、两个脑半球的
凹槽处；它是一个内分泌腺体，专门负责
生产褪黑激素。

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团队发现，白
天，光线会抑制褪黑激素分泌；晚上，褪
黑激素分泌入血——— 除非我们暴露在亮
光或蓝光之下，这些光线会抑制褪黑激
素释放，并让我们保持清醒。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尹国平解
释，褪黑激素是人体最强的生物钟信号，
通常在凌晨2—3点达到高峰，使人进入
熟睡状态；凌晨4—5点停止分泌；6—7点
后，残留的褪黑激素被身体代谢掉，从而
让身体清醒过来。

褪黑激素具有减缓生理机能运作的
功能，会抑制致癌因子破坏的速度，也可

让血压降低、减缓心跳速率，此外，褪黑
激素分泌量少，也会影响免疫系统。

国际期刊《癌症》曾指出，夜间长期
暴露于光照下，罹患甲状腺癌的可能性
将增加55%，该研究是针对美国46万名
参与者数据得来。

而《环境健康视角》则刊文称，夜晚
暴露于光线，女性将增加乳癌风险14%，
尤以停经前的女性指数最高。动物实验
也表明，经常性的睡眠中断，能导致动物
体内癌瘤生长速度加快。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科学家解释，
褪黑激素和皮质醇激素是与睡眠相关
的激素。晚上睡得好不好，会显著改变
体内激素的平衡，这可能与人患某些
癌症有关。

研究人员将乳腺癌的肿块移植到老
鼠身上，并给这些老鼠分别注入取自清
晨及夜间经电灯照射之后的老鼠血液。
结果发现，清晨(也就是睡眠之后)的血
液，使癌细胞的生长速度减缓了80%，而
电灯照过的血液，加速了癌细胞的生长。
该研究对于熬夜过度的人，可以说是一
个警醒，同时也为医学上发现新的抗癌
药物提供了可能。

褪黑素虽重要，过量摄取反伤身
既然褪黑激素与人体健康息息相

关，尤其对于癌症的影响不容小觑，那
么，睡不好的人能不能额外补充一些？

《毒理学化学研究》报告提醒，褪黑激素
在正常人体的含量比较低，若补充过多，
反而会产生“衍生自由基”，引发其他健
康问题，例如可能损害生殖系统而导致
不孕。

专家认为，调整褪黑激素自体分泌，
比额外补充更重要。人体本来就会分泌
褪黑激素，失眠的人，不见得是松果体不
分泌，而是时间错乱了。由于褪黑激素本
身就是一种激素，且来自于大脑分泌，因
此长期或大量、不按规范服用外源性褪
黑激素，会影响自身分泌，可能导致整个
内分泌系统紊乱而引发其他疾病。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主任
卢晓阳指出，临床上，褪黑激素大多作为
膳食补充剂或保健品用于调节时差，只能
起到辅助作用，不代表有治疗作用。如果
你想打开松果体这“第三只眼”，必须减少
光源刺激，让褪黑激素分泌恢复正常。

虽然美国癌症医学会认为癌症不是
单一因素造成的，对“褪黑激素太少易罹
癌”的说法抱着“尚未确定，有待评估及
证实”的态度，但目前国际癌症研究署仍
将日夜颠倒、转换频繁的生活方式，列为
2A类致癌物，代表“对人类很可能有致
癌性”。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来评估能否利用褪黑激素来预防、治疗
某些癌症。

记者 于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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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体内都有癌细胞，是真的吗？
葛
知
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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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我们
的机体每时每刻都和不少致癌因
素 发 生 着 相 互 作 用 ，可 能 会 使
DNA不稳定、导致细胞的转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解释，从
某种意义上说，癌变确实会不断
地产生。

不过，詹启敏表示，对此也不用
太担心，因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已形
成强大的免疫监控系统，体内出现单
个癌细胞时可不断清除。保持良好心
态可维持体内的平稳状态，达到免疫

体系最佳状态，早筛早诊，可发现早
期癌症或癌前病变，及时识别、清除
癌细胞。

那么，癌症遗传是“宿命”吗？肿
瘤体质的说法科学吗？

“有些肿瘤出现，是由于某个重
要的基因突变，比如一种叫BRCA的
基因突变之后，容易导致乳腺癌、卵
巢癌，可能性高达70%。”詹启敏解释，
但这种完全由于遗传因素导致的癌
症概率很小。

针对“肿瘤体质”的说法，中国抗

癌协会肿瘤防治科普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田艳涛表示，肿瘤是内因外因
共同作用下的疾病。2020年我国新发
肿瘤患者457万人，家族遗传性肿瘤
占5%-10%，90%以上的患者，是因后
天饮食、起居习惯及情绪管理等掌握
不好导致的。

人体内还有一种有遗传性的易
感基因，在与致癌的外因相互作用
下，人容易患上肿瘤。“远离致癌物、
保持健康的状态，可以把遗传的易感
因素降到最低。”詹启敏说。

晚上，处在光照条件下，会抑制
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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