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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茶对抗口腔癌细胞

绿茶可以对抗口腔癌细胞的生长

益生菌在控制血糖上有惊人效果

复合维生素可降低女性心血管疾病
风险

虫豆腐-由粉虫做成的食用豆腐

喝绿茶的益处可能不仅仅限于减肥
肠道菌群与大脑之间的联系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近日在《分子营养和食物研究》杂
志上发表了的一项新的研究成果：绿茶有对抗口腔癌细胞并
刺激健康细胞生长的作用。

这是绿茶在癌症领的最新成果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帐号
及时获取健康产业的最新资讯

在 2002 年的一篇研究中，研究人员就已经发现了绿茶
和口腔癌症之间的相关性，并且针对绿茶中广泛存在的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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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子儿茶素-3-没食子酸酯（EGCG）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2002 年的研究团队将不同浓度的 EGCG
植入正常，有粘膜白斑和确诊口腔癌症的实验组
中。

EGCG 有针对癌细胞的杀伤能力 - 对健康细胞没
有影响
2002 年的研究数据显示 EGCG 通过强化正
常细胞的抵抗能力来对抗癌细胞的侵袭。但是，
他们也指出：“鉴于这个领域的人体实验数据还
十分有限，并不能下定论说绿茶可以预防口腔癌
症的发生。但是根据现有的流行病学和动物模型

于 43000 人，每年有约 8000 人死于口腔癌，
可是鉴于其特殊性，患者只能寄托于对人体伤
害较大的放化疗与手术结合的综合疗法。希望
绿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些口腔癌症病的
人痛苦，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的数据，经常服用绿茶和摄入 EGCG 的人群，口
腔癌症的发病率要低一些。”

消息来源：www.yahoo.com

如何转化这些新的研究？
Lambert 博士说：“整个研究团队对后续的

片剂益生菌在控制血糖上有惊人效果

人体试验持积极的态度，我个人相信绿茶会对预

一种从人体大肠菌群中提取出的乳酸菌株

防口腔癌症的发生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很有

经过部分基因改造后，在糖尿病大鼠的动物实

可能作为辅助药物被应用于口腔癌复发人群的放

验中显示出了非常强的降血糖的能力，部分血

化疗治疗方案中。但是我并不看好绿茶会成为癌

糖的下降程度高达 30%。

症的主要治疗药物。”美国患有口腔癌的人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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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成果近日发表在《糖尿病学》杂志上，
研究对象为一种经过基因改造的乳酸菌株。这个

研究详情
March 和研究团队首先改造了一株肠道常见

菌株可以分泌类胰高血糖素肽（GLP-1），从而

乳酸杆菌，使其具有了稳定表达 GLP-1 的能

对血糖进行调节干预。

力，GLP-1 已经被证实可以刺激大鼠和人类肠道
上皮细胞成为分泌胰岛素的细胞。然后给这些大
鼠喂食可以分泌 GLP-1 的益生菌株，对照组喂
食原有的肠道乳酸菌，实验周期为 90 天。
研究团队发现，实验组的大鼠高血糖的比率

康奈尔大学的 John 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开
发了这一工程菌株，它的前体是一种常见的肠道
细菌。March 教授说：“喂食分泌 GLP-1 益生
菌的糖尿病小鼠的胰岛素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比对照组少 30%，而且发现肠道上端上皮细胞
有转化成为类胰岛素细胞的现象 – 胰岛素细胞被
认为是人体血糖的监测细胞，在必要时分泌胰岛
素来维持血糖的平衡。

更加令人惊喜的是，实验组大鼠的血糖耐受程度

March 教授解释说：“这可能是健康机体调

高于喂食未经改造的菌株的对照组。实验组的大

节血糖的一种机制。我们还发现，服用益生菌的

鼠肠上部上皮细胞分泌胰岛素的能力较对照组多

实验组和健康大鼠餐后降低血糖的所需时间无明

出 25%到 33%。“

显差别。这可能要打破我们传统的科学观念，调

这些最新的研究数据使我们加深了对糖尿病
的了解，将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推到了产业化

控血糖的中心可能不是只胰腺，肠道上部也可能
发展成为另一个中心。”

的前沿，将用益生菌药片来治疗糖尿病变成了可

虽然喂食益生菌的糖尿病小鼠的肠胰岛素分

能。这项技术已经被一家瑞士公司注册，并开始

泌能力与健康的胰腺相当，但是研究团队并未在

了将其开发成药物的人体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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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食益生菌片的健康小鼠上发现血糖浓度的明显

发现：服用复合维生素超过三年的女性患心血管

变化。March 教授在文章的结论部分指出：“如

疾病死亡的比率明显低于那些没有服用复合维生

果胰岛已经能够控制机体的血糖，那就意味着不

素的人群。研究人员还表示，他们是综合了年

需要另外的分泌。我们会进一步提高摄入血糖的

龄， 种族，教育状况，体重常数，饮酒水平，服

上限，看益生菌是否会使肠道产生类胰岛的细

用阿司匹林的量，胆固醇水平，血压和血糖浓度

胞。”

等变量后特出的这一结论。

消息来源：www.foodnavigator-asia.com

就算研究者一再强调他们尽力摒除了其他变
量对于最后数据的影响，NPR 的听众还是不禁
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健康的生活习惯，而非复

多种维生素可以降低女性心血管疾病风险

合维生素的摄入产生了这样的结果？”
Tufts 大学营养系的专家 Blumberg 博士认
为，复合维生素确实有益于国民营养健康。鉴于
我们现在的水果摄入量，确实应该多多摄入复合
维生素片：根据 2012 年的数据调查，我们常规
应该每天摄入 9 份水果，而现在大众的摄入量却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最近播放了一项

只有一份。Blumberg 博士说：“我们应该选择

新的研究成果，长时间服用复合维生素的女性会

和摄入更加均衡的饮食，但是，直接在政策层面

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死亡的概率，不过这并不适

上推荐健康状况各异的大众人群服用复合维生素

用于广大男性同胞。

又会显得有些偏激。”

研究跟踪了 9000 多名超过 40 岁的成年
人，项目组从 1988 年到 1994 年间开始收集起
始的数据。20 年后，他们回访了这些目标人群

爷们儿们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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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有一项样本量 27658 的复合维生素的
研究发现，坚持服用复合维生素十年的男性在癌
症的发病率上要低于对照组，而女性则没有明显
区别。这一结果在多项长时间的科赫研究中得到
了证实。
研究还发现，没有癌症家族病史的小孩服用
复合维生素效果会更好，而有家族病史的小孩服
不服用复合维生素在疾病风险率上并没有明显区
别。还有就睡癌症家族病史的男性服用复合维生
素的预防效果会更好。所以说复合维生素只对女
性有特殊作用的说法并非定论。
先前的维生素的研究大多都只选取一种营养

虫豆腐-完全由粉虫做成的食用豆腐
笔者对于这种虫豆腐的心情可以用未曾亲
见，心向往之来形容。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生
团队发明了一种类豆腐的产品，原料全部来源于
粉虫（谷类常见甲虫的幼体）。这种产品因其外
观类似于我们常吃的豆腐，而主要原料又是昆虫
幼体而被命名为虫豆腐。
和其他的昆虫制品相同，虫豆腐旨在发明一
种类似于肉类但是环境压力更小的蛋白来源。相
较于大型哺乳动物，由昆虫生产的单位重量的蛋
白质所需的土地和食物更少，也不会排放那么多
的温室气体。一个来自博客的数据估计，罗德岛

素进行，包括常规维生素和一些鱼油以及益生

如果用来养殖粉虫幼虫的话可以满足 20 亿人的

菌。而这种复合维生素的研究在科学领域还是个

食物需求。

新兴事物，现在的实验成果很是令人惊喜，希望
这会打开一个复合维生素研究的新领域。
消息来源： www.newhope360.com

研究人员还在博客上贴出了用虫豆腐做出的
菜肴，并附上了试吃的视频，吃过的人表示：
“味道很不错，像是硬度比较大的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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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作虫豆腐的过程中，康奈尔大学的研

为什么肠道菌群可以影响神经系统？

究团队发明了一种从虫体分离蛋白并使其成形
的方法。虽然一磅虫豆腐需要 10000 只粉虫幼
虫，单位重量的虫豆腐含蛋白质与鸡蛋相当，
远远大于传统豆腐。并且，虫豆腐富含
Omega-3 和 6 脂肪酸。总而言之，虫豆腐是一
种提供蛋白质的同时也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

肠道菌群有多种机制与神经系统联系起
来。肠道菌群可以产生可以调控大脑的神经递
质，并且肠道菌群在代谢和能量利用与机体每
一个细胞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肠道菌群对
维持肠壁的完整性也至关重要。肠道菌群出现
异常会导致肠壁的溃疡，进而引发炎症，而释

食物。

放的炎症分子已经证明与一些神经性疾病有
下个月，研究团队将携虫豆腐参加一个食
物展览，为虫豆腐进入超市市场筹集资金。
消息来源：www.popsci.com

关。换句话说，肠道菌群的健康会增强机体的
免疫系统，而其在代谢吸收上的作用对维持神
经细胞的健康也极为关键，综合来说，肠道的
失衡会给神经细胞营造一个不佳的环境。

肠道菌群与大脑之间的联系
西部天然食品博览会的演讲人 David 博士
是脑部紊乱整体治疗法领域最知名的专家之
一。他出版于 2013 年的《谷物大脑：关于谷
物、碳水化合物和糖的真相》跻身国际畅销书
行列，后续的《肠道微生物在保护你的大脑》
也将在今年四月份上市。David 博士在一次采
访中回答了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

你认为大众关心你的研究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大众现在已经意识到了传统医学疗
法在神经疾病上的不足，对于常见的重度精神
疾病，如阿兹海默症，痴呆，抑郁症和多发性
系统硬化等都无法从传统医学渠道得到有效治
疗。近些年对于肠道菌群的研究使大众看到了
肠道菌群的健康影响，很自然的顺应科学的发
展，将二者联系了起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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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质疑你的理论并没有实际的数据支持，你

现在这一领域，会使我们的饮食和健康更加均

如何回应？

衡，也会推动我们饮食习惯的改变。

《谷物大脑》是我在查阅了 2000 多篇科学

消息来源：www.newhope360.com

文献后带给大家的作品，而且其中以饮食来改善
阿兹海默病人的症状的建议也是源自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的研究成果。我认为，保持著作的严谨
非常重要，我的书一贯秉承与科学前沿相一致的
原则，客观的给出我的建议。

你认为保健食品销售商应该如何满足消费者在这
个领域的需求？
我们对于益生菌和益生元的认识才刚刚开
始。我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生物工程的产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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