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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甘蓝里发现天然“奢侈”蓝
制造一种天然的蓝色染料并不
难：拿一颗紫甘蓝，切成块，煮沸，加入
一些泡打粉，紫色汤就会变成亮蓝色。
几十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将这
种天然蓝色转变成一种稳定而丰富的
颜色，一种可以给糖果、苏打水或冰淇
淋着色的天然色素。
近日，
美国加州大学科学家找到了
一种方法，
可以成功提取紫甘蓝的天然
色素，
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紫甘蓝本身。
相关研究结果日前发表于《科学进展》。
食品工业主要依靠两种合成染料
制造蓝色糖果、谷物和饮料：亮蓝和靛
蓝。
“ 尽管这些方法效果很好，但消费
者一直在致力于推动去除食品中的合
成成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生物物
理学家 Pamela Denish 说。
然而，用天然着色剂替代目前的
染料是困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缘于
自然界中很少有天然的蓝色。
“一种叫
做花青素的色素，如紫甘蓝中的花青
素，
可以产生蓝色。
但它们不稳定，
而且
有很多紫色的暗调。
”
Denish 指出，
当花
青素与黄色混合形成绿色时，
由于紫色
加黄色会变成棕色，
所以不会得到一个
非常鲜艳的绿色。

百瓦级功率，
制冷至零下18摄氏度，
家用冰箱可以做到。
同等功率，
制冷至零
下271摄氏度，
则需要国际先进技术。
近日，
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
“液氦到超流氦温区大型低温制冷系统
研制”
通过验收及成果鉴定，
标志着我国
具备了研制液氦温度（零下269摄氏度）
千瓦级和超流氦温度（零下271摄氏度）
百瓦级大型低温制冷装备的能力。
项目首席科学家、中科院理化所
研究员李青介绍，
到零下 269 摄氏度之
后，
温度每下降 1 摄氏度或功率每增加

中外科学家
首次构建人猴嵌合胚胎

一个数量级，难度都将指数级地增加。
液氦温度万瓦级和超流氦温度千瓦级
的大型低温制冷装备，是世界级难题，
也将是科研团队下一步挑战的目标。
据了解，超流氦温度百瓦级大型
制冷机目前已应用于宁夏盐池液化天
然气闪蒸气提氦项目、加速器、核聚变
大科学装置等，支撑了相关行业发展。
项目还带动了我国高端氦螺杆压缩
机、低温换热器和低温阀门等行业的
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功能齐全、分工
明确的低温产业群。
（新华社）

男童拔牙后昏迷40
男童拔牙后昏迷
40天
天，
拔牙有风险？
拔牙有风险
？

人类细胞与猕猴细胞的嵌合体

科学研究需求和伦理挑战

科学界对种间嵌合体的研究早已开始。20
世纪 70 年代，哺乳动物的种间嵌合体开始出
现，当时首先在啮齿类动物身上产生，用于研
究早期发育过程。
近年来，
大动物中的异种嵌合也取得了一系
列的突破性进展。
例如，
Izpisua Belmonte 和吴军
等人在 2017 年 1 月发表于《细胞》上的一项研究
显示，
他们实现了人干细胞在猪早期胚胎中的嵌
合。
2019 年 12 月，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中国
科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院周琪院
士、
李伟和海棠研究团队发表在 Protein ＆ Cell
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他们首次拿到了食蟹
猴-猪嵌合体，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猪猴混合
体”
生物，
在出生后一周内死亡。
2020 年 12 月，
吴
军等人在《细胞-干细胞》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还
显示，
他们生成世界首例马鼠嵌合胚胎。
这些研究为下一步嵌合体的研究带来了
新的方向，比如异种之间进化差异在嵌合体中
如何互相影响，细胞之间互作、通讯及竞争关
系等等。
2019 年，10 月 31 日，谭韬、牛昱宇和季维智
团队与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深圳华大生命
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合作在《科学》杂志（Science）在线发表研究成果。研究团队实现了食蟹
猴胚胎体外 20 天的培养，培养胚胎呈现出了与
体内发育胚胎高度一致的形态学与基因表达
特征。
在这项最新的研究中，
研究人员先从猴子体
内分离出了受精卵，在培养皿里生长 6 天后，向
132 个猴子胚胎注射了人类的扩展多能干细胞
（hEPS，
能在胚胎内外生长成不同的细胞类型）。
通过免疫荧光研究，即抗体与荧光标记的
干细胞结合，研究团队观察到，人类干细胞存
活了下来，并且与之前在猪组织中的实验相
比，整合的相对效率更高。总的来说，这项研究
评估了人扩展多能性干细胞（hEPS）在食蟹猴
中的嵌合能力。Izpisua Belmonte 说，
“ 人类
和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嵌合体在进化时间轴
上，比所有其他物种更接近人类，它能让
我们更好地了解进化是否强加给嵌合体
世代障碍，
以及我
们是否有办
法克服这些
障碍。”

为什么要进行此类研究？吴军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人
类器官移植、探索发育生物学中未知奥秘等都迫切需要这类研究。
从器官移植角度来说，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现在每年进
行的 13 万例器官移植手术仅占实际需求的 10%，而可用器官极为短
缺。研究人员希望在与人类器官大小、生理和解剖结构相似的猪组织
中培养人类细胞能够缓解这一问题。
吴军对记者表示，人类器官移植是现代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发
展，通过将生病坏死的器官移除，用健康有活力的器官替代，可以使有
生命危险的病人再次获得生机。
吴军当时即提到，
“我的理想之一是希望通过干细胞技术，获取有
功能性的独立的人体器官，从而为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合法有效
的器官来源。当然，这个只是终极目标，这条路目前看起来还任重道
远，我们的研究只是为这些未来打开了一扇门，更多的研究需要世界
各国的科学研究者们共同努力。”
吴军等人此前将人类细胞整合到早期猪组织中，标志着在使用大
动物生产可移植人体器官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但人类细胞的比例相当
低，这可能是由于两个物种之间的巨大进化距离（9000 万年）所以研究
团队开始研究一种更接近的物种——猕猴的嵌合体形成。Izpisua
Belmonte 如此形象地表示，
“人类细胞在猪组织类似于细胞试图找到
中文和法语之间的共同点，而人类细胞在猕猴操作更像是两个紧密相
关的语言，
如西班牙语和法语。”
虽然这些与猕猴的嵌合体不会被用于人体器官移植，
但它们揭示了关
于人类细胞如何发育和整合，
以及不同物种的细胞如何通讯的宝贵信息。
从长远来看，研究人员不仅希望利用嵌合体研究早期人类发育、
设计疾病模型，而且希望找到筛选新药以及产生可移植细胞、组织或
器官的新方法。
这些研究为研究特定疾病如何发生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例如，
一个可能与某种癌症有关的特定基因可以在人类细胞中被改造。然
后，在嵌合模型中使用这些工程细胞观察疾病进展的过程，可能会比
典型的动物模型显示出更适用的结果，在动物模型中疾病可能形成不
同的进程。
嵌合疾病模型也可用于测试药物化合物的功效，并获得同样能更
好地反映人类反应的结果。嵌合体还可以为衰老研究提供独特见解。
Izpisua Belmonte 表示，研究人员尚不清楚是器官衰老的速度相同，还
是某个器官驱动其他所有器官衰老，并充当衰老过程的总开关。例如，
利用嵌合作用，在寿命较长的物种（如裸鼹鼠）体内生长普通小鼠的器
官，科学家们可以开始探索哪些器官可能是衰老的关键，哪些信号参
与了它们的生存。当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
《细胞》同期发表的评论文
章以及《自然》网站的新闻稿件等都关注了构建人类/非人灵长类嵌合
体的潜在伦理考虑。
“在这个领域，还有更多更合理的实验，把银身兽作为器官和组织
的来源。”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发育生物学家 Alfonso Martinez Arias
对《自然》表示，用猪和牛等家畜做实验“更有希望，而且不会挑战伦理
界限”
。
他说道，
“还有一个完整的类器官领域，
有希望摆脱动物研究。
”
将人类细胞与密切相关的灵长类胚胎结合在一起，这也引发了有
关嵌合体地位和身份的问题。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 Insoo
Hyun说，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你在那里创造了道德上模糊不清的实体。
”
他同时表示，
这项最新研究的研究团队完全遵循了现有的指导方针。
《自
然》杂志也指出，
倘若这些人-猴混合胚胎被植入动物体内，
最后发育成
某种生物，
甚至最终被生下，
那么面临的伦理问题显然然要复杂得多。
综合科技日报、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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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西 圣 保 罗 大 学 化 学 家 Erick
Leite Bastos 表示，任何新型蓝色的“门
槛”都很高，他正在研究从甜菜根中提
取蓝色染料。
“ 除了是天然的，完美的
蓝色染料必须易于使用、食用安全、生
产成本低，并且还要有一种人们喜欢
的色调。
”他说。
“染料提取过程中使用的酶最终
都从产品中清除了，所以这种染料本
身并没有任何细菌或酶。”
Denish 说。
新的蓝色染料仍然面临许多障
碍。首先，产生这种染料需要付出很大
努力：利用突变酶，研究人员只能从
100 克紫甘蓝中提取大约 75 毫克的蓝
色染料。Bastos 指出：
“这种金属复合物
对人类食用是否安全还有待确定。”
（据文汇报）

名医大讲堂

更好的研究模型
以及：
更大争议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黄敏

用紫甘蓝的花青素着色的冰淇淋

零下 271℃、百瓦级！
我国大型低温制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红色部分为人体细胞

魔 幻 剧 情 的 开 端

中外科学家首次构建了由人类细胞和非
人灵长类细胞共同组成的胚胎，实验在这些
胚胎体外存活19天时终止。
4月15日，顶级学术期刊《细胞》
（Cell）在
线发表了省部共建非人灵长类生物医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昆明理工大学灵长类转化医学研究
院、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共同完成的一项研
究，
研究人员将人类干细胞注入食蟹猴胚胎，
并
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培育嵌合胚胎，
为
发育生物学和进化提供新的视角。与此同时，
该
研究也引发了广泛的伦理讨论。
该研究的通讯作者为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
所的Juan Carlos Izpisua Belmonte教
授和吴军研究员（现为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
中心助理教授）、
昆明理工大学灵长类转化医学
研究院谭韬教授、
牛昱宇教授和季维智院士。
“因为我们无法在人体上进行某些类型的
实验，
那就必须有更好的模型更准确地研究和
理解人类生物学和疾病。
”Izpisua Belmonte说，
“实验生物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发展模型
系统，
以便在活体条件下研究人类疾病。
”
昆明理工大学灵长类转化医学研究院针
对该研究的新闻稿则写道，该研究
回答了异种嵌合细胞如何
互作及发育程序差异
如何调节等基础科
学问题，为解决异
种嵌合效率低
下等问题提
供新的思路，
对器官再生
研究具有指
导意义。

华西专家：
拔牙本身不会导致昏迷
日前，红星新闻接到西安苏先生
爆料称，
其7岁儿子小军（化名）拔牙后昏
迷逾40天。
据男童父亲苏先生出示的病
情简介显示，
小军的入院诊断为
“上颌多
生牙”
“
，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
术前检查
未提示禁忌症。
”
。
4月13日，
西安市儿童
医院外科重症监护室史姓负责人告诉记
者，
此事属实，
小军仍处于昏迷状态，
“这
是一个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
确实没有
想到的一个小概率事件。”
那么，在什么情形下，拔牙需要全
麻？
全麻拔牙会带来哪些风险？
有癫痫病
史的人群，
拔牙时是否有更严格的麻醉
禁忌？
记者就此专访四川大学华西口腔
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吉阳。
吉阳表示，
“拔
牙是个小手术，
是风险性很低的手术，
只
要到正规的口腔医疗机构就诊，
一般不
会有太大的问题，
大家不要担心。
”

有控制好的高血压、比较严重的心脑
血管疾病等，这些患者，拔牙也不是绝
对的禁忌，但是风险比较大。这种情况
下我们要做一些权衡，拔牙对老年患
者的影响、收益或者风险，要做一个整
体的评估。
记者：有癫痫病史的人群，
拔牙时是
否有更严格的麻醉禁忌？
吉阳：癫痫其实不是一个麻醉的
禁忌症。有些小朋友本身有癫痫，治疗
癫痫这个疾病，需要麻醉。有癫痫的小
朋友能不能麻醉？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癫痫发作的频率还可以通过药物
控制，没有经常发作，也就是说，我们
能够控制它，
是可以接受麻醉的。
但是有个前提，能不能接受麻醉、
癫痫控制程度怎么样，
必须有专科的医
生——神经内科的大夫去做一个评估。

全麻风险并非与患者年龄直接相关
多生牙拔除是比较简单的手术

拔牙是个风险性很低的小手术
建议去有专业麻醉医生的口腔医院

记者：
在什么情形下，
拔牙需要全麻？
吉阳：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
比如
只有两岁，
牙外伤，
一般小朋友没办法配
合，
因为太小了，
年龄是一个问题。
有些
小朋友，
尽管年龄比较大，
但性格原因也
完全不能配合，
也只能在全麻下面做。
还有一些有疾患的小朋友，比如
脑瘫等，肯定也没有办法配合，一般都
要选择全麻。同时，有的小朋友，由于
坏牙比较多，治疗工作量比较大，肯定
是没有办法配合的，在全麻下面一次
性可以把所有坏牙搞定。
记者：这是针对孩子而言。
针对成人，
什么情形下需要全麻？
吉阳：有些成年人特别恐惧，特别
怕痛，局麻下不能做。还有一部分患
者，咽反射比较重。拔牙时，大夫要在
口腔内操作的，钳子都还没放进去，患
者就开始打干呕，像这种就没法继续
操作。咽反射，有的患者是（因为）比较
紧张，如果通过镇静，有可能会缓解。
但有些没办法通过常规手段来解决
的，牙又必须要拔，那就只能在全麻下
做。
大多数人在局麻下就做了。
记者：7岁的孩子全麻拔牙，
会面临
怎样的风险？
吉阳：7 岁小朋友全麻拔牙，风险
主要在于孩子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
病、有没有手术跟麻醉的一些禁忌症。
需要强调的是，年龄其实并不是一个
问题。当然年龄越小，肯定风险相对会
大，但是，没有绝对说几岁（就没有风
险了）。其实很多 7 岁的小朋友，可以
通过行为诱导，用我们四川话说就是
“哄着”
，不用全麻，
也可以做的。
老年人、癫痫患者拔牙并非禁忌
需与专科医生会诊做整体评估
记者：
哪些人不能拔牙？
吉阳：从麻醉来讲，像有一些老年
人，年龄特别大，最关键的是，还有一
些基础疾病，比如说严重的冠心病、没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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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拔牙后昏迷，
可能会是什么原
因？
如何避免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发生？
吉阳：通过新闻报道中的诊断看
出，娃娃由于窒息缺氧导致了弥漫性
缺血缺氧性脑病，
才出现了昏迷。
拔牙是个小手术，风险性很低的
手术，只要到正规的口腔医疗机构就
诊，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大家不要
担心。拔牙本来不会导致昏迷，患儿最
后出现了昏迷，是其他原因。我们医院
拔牙经常会碰到晕厥的患者，只要不
是患者自身存在严重的合并症而导致
的晕厥，简单地对症处理，患者就会马
上恢复。
记者：拔牙前，
需要做哪些检查？
对
于身体状况特殊人群的拔牙，
您有些什
么建议？
吉阳：门诊拔牙，一般需要做血常
规，凝血功能和感染性疾病全套（乙
肝，艾滋，丙肝）的检查，如果患者年龄
大 于 50 岁 ，需 要 常 规 做 心 电 图 的 检
查。如果患者合并其他的疾病，需要做
相关的专科检查。
没有正规治疗的高血压患者和心
脏方面有问题的患者，都需要去心内
科看专科门诊。如果需要治疗，去做一
些相关的治疗；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约到我们专门做监护拔牙的门诊，
由我们的麻醉医生，在拔牙的过程中
对其进行心电监护，包括患者的血压、
心电图，氧饱和度等等指标。如果患者
的生命体征出现波动，麻醉医生会采
取相应的调控措施，
保障患者的安全。
对于需要在全麻下拔牙的患者，
我建议，一定要到专科的口腔医院，有
专业的麻醉医生的医院去。口腔科治
疗在口腔内进行，而麻醉医生的操作
比如气管插管也在口腔内部进行。如
果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平时没有这
方面的麻醉管理经验，很容易出现呼
吸道方面的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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