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发表于《公共科学图

书馆—综合》的一项基于实验室的研究

表明，人们饥饿时会更加易怒，现在这

种现象在现实世界中得到了证实。

大多数人都体验过饿到让人生气

的感觉，甚至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它，就

是“饿怒”。现在，首个在现实世界中评

估该现象的研究发现，食欲和情绪之间

确实存在联系。

英国剑桥安格利亚罗斯金大学的

V iren Sw am i说，“你越饿，就越可能感

到烦躁和愤怒，体验到的快乐就越少。”

之前大多数关于饥饿和愤怒之间

联系的研究都是在实验室中完成的，但

Sw am i团队想要知道这种影响在人们

日常生活中有多强烈。

为了找到答案，他们让来自德国、

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 64 人使用手机应

用程序填写了一些简短的调查，内容包

括他们在 3 周内每天 5 次的情绪以及

饥饿感。

果然，人们的饥饿程度与自我报告

的烦躁和愤怒情绪之间存在相关性。当

他们很饿的时候，就感觉不到太多快乐。

这种影响很强，例如饥饿感与 56%

的易怒感相关。

“当你感到饥饿时，更可能会将（潜

在的）消极语境理解为负面。”Sw am i

说，这样的暗示可能包括感到燥热或在

拥挤的地方被人撞到。

英国心理学会成员、国家饮食失调

中心的 D eanne Jade说，这可能是因为

低血糖会触发肾上腺素等激素的释放，

后者又会触发“战斗”或“逃跑”反应，而

皮质醇会增加压力水平。“许多人对应

激激素非常敏感。我们会变得过分关注

某事物，并且感到非常不安。”Jade说。

但 Sw am i表示，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进行的调查，例如该研究中的调查，可

能会影响他们试图衡量的内容。“我们

认为引发愤怒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收到

了‘请完成调查’的短信。” （李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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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美国研究人员宣布，

他们首次成功将转基因猪心脏移植到

两名靠生命维持设备延续生命的病人

体内。这两人在移植手术前被宣布脑死

亡，在术前、术中和术后一直使用呼吸

机并进行透析。

直到去年上半年，异种移植，即将

动物器官移植给人类，还只在非人灵长

类动物身上进行过试验。2021年 9月，

首例异种移植在一名依靠生命维持设

备者身上进行，使用的是猪肾。

今年 1 月，D avid B ennett成为第

一个接受猪心脏移植的活人，但他在两

个月后死亡，原因不明。

“让 B ennett存活两个月是一个了

不起的壮举，但最后我们不知道他的心

脏为何衰竭以及为何死亡，这是在活人

身上进行一次性移植手术的局限性。”在

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大学朗

格尼健康中心的 R obert M ontgom ery

说，“这也凸显了在死去的人身上进行

移植的好处。我们能观察组织和血液

样本，并对发生了什么进行更深入的

分析。”

这两次手术分别于 6 月 16 日和 7

月 6日在纽约大学朗格尼 T isch 医院进

行。第一位接受移植的是 73 岁的

Larry K elly，他此前接受过两次心脏手

术。第二名接受移植者的信息尚未公

布。两人的家人都已将其遗体捐献用于

科学研究。

纽约大学朗格尼健康中心的 N ader

M oazam i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移植遵

循了标准的临床程序。术后科研人员对

两名受者进行了 72 小时观察，并每天

进行活检，结果显示，没有排斥反应的

迹象，心脏功能正常———收缩并维持全

身的血液流动。

异种移植为解决供体器官短缺提供

了一个有希望的解决方案。仅在美国，就

有超过 10.5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其中

每天有 17人死亡。然而，使用动物器官

的主要问题是移植排斥反应，即免疫系

统攻击器官，最终导致器官衰竭。

为避免这种情况，M oazam i和同事

使用了经过 10种基因修饰的猪心脏。4

个会增加移植排斥反应和器官生长异常

风险的基因被关闭，而另外 6个插入的

人类基因则减少了猪和人的生物通路之

间的不相容性。研究人员还为患者提供

了标准的移植后药物，以抑制免疫反应。

动物病毒感染是异种移植的另一个

可能风险。因此，用于器官移植的猪生活

在特殊的设施中，以确保它们没有疾病。

尽管如此，移植后 B ennett的血液中还是

检出了猪巨细胞病毒。虽然这种病毒不会

感染人体细胞，但它确实感染了移植的器

官，从而可能导致了他的死亡。

M ontgom ery 说，对于最近的两次

异种移植，他们使用了一种更敏感的筛

查程序，可以检测出低水平的这种病

毒。他们还开发了专门的筛选方法监测

其他猪疾病的传播。

M ontgom ery 希望心脏异种移植的

第一阶段临床试验能在未来几年内进

行。同时他表示，其团队将专注于收集

尽可能多的数据，以对已故的人进行手

术，并延长观察期。

“看到一颗猪的心脏在人的胸腔里

跳动和工作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

能在有生之年见证这一切，我深感荣

幸。”M ontgom ery 表示，“这是一个全新

的领域。” （文乐乐）

7月 6日，一颗转基因猪心脏在异

种移植前悬浮在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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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饥饿越愤怒

新研究表明我们真的会“饿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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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猪心成功移植到两位脑死亡者体内
本报讯 一项新研究

表明，高脂肪食物不仅

增加腰围，还会对大脑

造成严重损害。相关研

究近日发表于《代谢性

脑疾病》。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

神 经 科 学 家 、 教 授

X in- Fu Zhou 和副教

授 Larisa B obrovskaya

领导的一项研究表明，

高脂肪饮食喂养 30 周

的小鼠患上了糖尿病，

这和随后出现的认知能

力恶化，包括焦虑症、抑

郁症和阿尔茨海默病都

有关联。

认知功能受损的小鼠也更有

可能因大脑变化导致的代谢不良

而增加体重。

B obrovskaya 表示，这项研究

增加了证据，表明慢性肥胖和糖尿

病与阿尔茨海默病之间存在联系。

预计到 2050年，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将达到 1亿例。

“肥胖和糖尿病会损害中枢神

经系统，加重精神疾病，使认知能

力下降。我们在对小鼠的研究中

证明了这一点。”B obrovskaya说。

在这项研究中，小鼠从 8周大

开始被随机分为标准饮食组和高

脂肪饮食组，为期 30周。研究人

员在不同的时间间隔监测小鼠的

食物摄入量、体重和血糖水平，同

时对其进行葡萄糖和胰岛素耐受

性和认知功能障碍测试。

与标准饮食组小鼠相比，高脂

肪饮食组的小鼠体重增加，出现胰

岛素抵抗，行为变得异常。高脂肪

饮食的阿尔茨海默病小鼠表现出

显著的认知能力退化和大脑病理

变化。

“肥胖者患抑郁症的风险增

加约 55% ，糖尿病将使这一风险

加倍。”B obrovskaya 说，“我们的

发现强调了应对全球肥胖流行的

重要性。肥胖、年龄和糖尿病的综

合作用，很可能导致认知能力下

降、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精神健

康障碍。” （文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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