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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ed
NAME

聖 路 易 地 區

服務業

房地產業
餐飲業
金融投資/保險業
旅遊/休閒業

分類廣告
314-991-3747  Fax:314-991-2554

314-369-5305 李建蘇

AW老人健康服務公司
本公司長期招聘看護人員 , 英語佳者機會更多

誠徵看護，大學城，薪優，工資面議

急聘!

砍樹、垃圾清除
誠信可靠、經驗豐富、

價錢公道，請電Michael

314-585-3035
房間分租

包水、電、瓦斯，
中國城，方便

314-239-1430

BLOSSOM Nail SPA

314-498-6587

指甲攤位出租。誠請指甲大
工、小工、學徒工(包學一個
月)位於聖路易斯富人區，提

成高，小費高。

Lucy

美甲店請人
誠請美甲師，前台接
電話，需英文流利，

PT/FT均可

314-685-5866

餐館誠徵
有經驗炒鍋、服務生、
Busboy及送貨Delivery

314-239-1430

房間分租
Olive大道，近華人商圈
，包電、瓦斯，木板地，

有網路，衛生整潔

314-288-5933

食品批發公司招聘
誠徵辦公室客戶銷售、會計

通中英文和電腦，會福州話：廣東話者佳
電郵簡歷 contact@stlws.com

殺蟲公司
密蘇里執照，蟑螂、跳蚤
、螞蟻、老鼠、白蟻、蜜
蜂、蜘蛛等。商業、住家

314-537-3347 
Ken(僅說英文)

中餐廳請人
誠請炒飯廚師、打雜及接
電話一名。略懂英文。楊小姐

 314-620-9917

餐廳出售
外賣店、地點好、
生意好，業主退休

314-680-9526

考駕照/翻譯　服務
考駕照：多年的汽車培訓經驗，熟悉考駕照技術及規則。

98%以上的學生第一次考試及格
翻譯：美國翻譯協會(ATA)會員，20多年的豐富翻譯經驗，精通國，
粵、英、日語。會陪你到移民局，社安局，法庭/律師樓，醫院等地

羅先生/教練314-210-7219

餐館出售
中餐外賣店轉讓，距百利超
市十分鐘，月營業額四萬五
，周休一天半，少外送。

314-363-9202

餐館請人
誠請接電話、幫炒，環境
優，好相處。意者請電：

917-251-2903
Nail Salon in Chesterfield looks 
for nail tech w/wo experience, 

we can train, $4-5k/mth
美甲店請美甲師，有無
經驗均可，可提供訓練

收入每月4-5千。

314-898-2556

Nail Salon in Chesterfield looks 
for nail tech w/wo experience, 
we can train, $4-5k/mth+tip
美甲店請美甲師，有無
經驗均可，可提供訓練
收入每月4-5千加小費

314-898-2556

冷暖氣
安裝維修

314-757-7032
李宏亮

快餐店
誠請前台與後廚人員。聘請
接電話，打包、炒鍋、油鍋
、打雜，全工半工均可，有

經驗者優先。
314-757-3996
314-562-3374

餐館請人
誠請有鑑驗炒鍋及油鍋

，請洽Judy

634-532-8400

 外賣店出售
賺錢餐館
低價急售

636-944-1198

父母可以對子女的人生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種關聯不僅體現在血脈的相通，社會關係的

建立，而且體現在後續成長、生活等各式人生

軌跡裡。大量社會科學的研究已經反復證明，

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即所謂家庭背景會明顯

地影響後代的發展，對他們未來的經濟社會地

位、受教育情況、收入，乃至學習成績產生潛

在的影響。相比之下，以遺傳病為代表的代際

關聯，對父母和子女之間關係的揭示更為直接

。

2019年，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曾以 5萬多

對雙胞胎和 72萬多組兄弟姐妹的健康資料為

基礎，對五百多種疾病的驅動因素進行過分析

。發現大約40%的病很明顯受到遺傳的影響，

另有近25%的病在一定程度上源於共同生活的

環境，其中認知類疾病受遺傳影響最大，而眼

部和呼吸系統疾病受環境影響更多。這意味著

即使疾病和健康相關的代際關聯更為直接，其

路徑也不是單一的。

身高常被視為遺傳的結果，人們似乎已經

默認了子女只是簡單參考複製父母的身高，但

有研究發現，移民後代的身高會逐漸靠近移入

國家的身高水準。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等機構的

科學家對各國青少年身高的對比研究顯示，以

中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青少年身高在過去近

三十年裡大幅升高，剛剛成年的男生身高平均

已超過 175釐米。而有些國家還發生了青少年

身高倒退的現象，說明基因雖然起作用，但從

整體情況來看，蛋白質等營養的攝入是否充分

，生活環境是否乾淨衛生，在很大程度上也能

影響後代的身高。父母給子女所提供的這些後

天因素的影響不容小覷。而這些代際的關聯還

不是全部。

最近，哈佛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等

機構的研究人員在評估了近 1.5萬名母親的飲

食情況後，對比了她們未成年孩子的體重變化

，發現母親在養育孩子早期吃太多超加工食物

的話，後代超重或肥胖的風險會升高。根據世

界衛生組織的估計，現在全球有近3900萬5歲

以下的兒童屬於超重或肥胖，5歲以上青少年

超重或肥胖的人數超過 3.4億，全球成年人體

重超標的人數更是超過 19億。近 40年來，肥

胖等情況在全球呈快速流行態勢。後代的體重

發育趨勢竟和母親的飲食習慣有關，這對理解

當前日益凸顯的肥胖問題提供了新的角度。

在這項最新的研究中，利用護士健康調查

和青少年成長調查兩項大型的健康調查項目，

研究人員匹配識別了約 1.5萬母親和 2萬名青

少年之間的關係。研究之初，這些孩子的年齡

介於7至17歲，歷經多年跟蹤研究後，形成了

他們肥胖或超重的資訊檔案。與此同時，還對

母親們養育孩子期間超加工食品的攝入量，甚

至更早些時候她們懷孕前夕超加

工食品的攝入量進行了統計，以

評估二者之間的風險關聯。相關

研究2022年10月發表在《英國醫

學雜誌》（BMJ），顯示超過

12%的青少年存在超重或肥胖的

現象。母親超加工食物的攝入量

不僅與孩子體重超標有關，而且

當把母親按超加工食物的攝入量

分成五組後，相比吃的最少的組

，攝入量最大組的母親的小孩，

超重或肥胖的風險高出26%。

這些風險是在考慮了孩子們超加

工食物攝入量、鍛煉、久坐時間

等情況之後發現的，表明母親吃

超加工食物的情況與孩子體重超

標之間的關係是獨立存在的。超

加工食物指的是那些經過了深度

工業加工的食物，比如經歷了高

溫油炸或者烘烤等，相比水果、

蔬菜等天然食物，或者只經歷了

殺菌、發酵等輕微加工的食物，

超加工食物對食物的原材料已進行了深度的破

壞和重組,往往還含有各種食品添加劑，具有

高油、高鹽、高糖等特點。此前已經有大量研

究發現超加工食物吃得多會導致肥胖、心血管

病甚至癌症等風險升高。最新的研究意味著超

加工食物也可能以某種代際機制增加孩子超重

或肥胖的風險。

代際之間因為上一代飲食不佳而導致下一

代代謝疾病風險升高，這並不是什麼新觀點。

2018年，俄亥俄州立大學等機構的科學家通過

動物實驗嘗試驗證過這種關係以及可能的干預

因素。他們先給七周大的雄性小鼠分別投喂普

通熱量的飼料和高脂肪的食物，三周後把這些

小鼠再分別放進靜止的籠子和有轉輪的籠子，

有轉輪的話主要是方便小鼠進行鍛煉。一段時

間後還讓這些雄性小鼠與雌鼠交配繁殖，繼而

持續觀察它們後代的健康情況。最終，通過對

比後代小鼠們的代謝指標，研究人員發現，父

輩在交配前一段時期維持高脂肪飲食的話，後

代無論何種性別，都出現了葡萄糖代謝水準更

差的現象，表現在葡萄糖耐受性受損、身體脂

肪比重增加等方面。相關研究發表在《糖尿病

》雜誌（Diabetes）。

令研究人員感到驚訝的是，如果將父輩鍛

煉的情況考慮進來之後，這種來自高脂肪飲食

的代際風險效應得到了抑制，葡萄糖耐受性受

損、脂肪占比過高，以及骨骼肌葡萄糖吸收問

題等不良影響都得以改變。對相關父輩生理指

標的分析顯示，父輩小鼠精子生理特性的改變

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比如，研究發現高脂肪

的飲食習慣對應著導致了小鼠精子活力下降，

而通過轉輪參加了鍛煉的小鼠會更正常。這些

動物實驗的證據表明，雖然上一代的飲食習慣

不夠健康會導致下一代健康受損，但通過參加

體育鍛煉能改善這種代際風險。

那人類母親吃超加工食物的量過多的話後

代肥胖風險更高，這種關聯背後是否有可能是

懷孕前夕的生活習慣所致呢？最新研究中還進

一步分析了一些母親臨近懷孕時的飲食情況，

但發現懷孕前吃超加工食物的量與後代超重、

肥胖的風險沒有顯著的關聯。究竟何種機制將

母親超加工食物的攝入量與後代超重肥胖的情

況聯繫了起來，未來仍有待更多研究去探索。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母親在養育孩子早期

吃超加工食物的情況會影響子女體重，這層影

響可能是間接通過塑造他們的飲食和生活習慣

來實現的。此前已有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發現，

想治療兒童肥胖，健康干預措施中不一定要考

慮兒童，只要把握好父母，也能起到類似的效

果。加州大學聖達戈分校兒科學系的研究人員

在兩年的試驗時間裡證實，對父母進行為期六

個月的個性化行為課程教學時，無論是否有兒

童參加，都能幫助兒童減肥。附帶的還可以幫

助父母減肥，減少所有家庭成員的能量攝入，

增加全家的鍛煉時間。因為在兒童的健康行為

養成中，父母的口頭教育、行為示範作用、強

化監督等非常重要，對幫助兒童減輕體重有著

不可忽視的作用。

至於其他懷孕以前所涉及的生理機制，包

括孕前營養不良、吃超加工食品過多等對後代

健康的危害，還有很多不確定性。不過，需要

注意的是，動物實驗中相關的證據還在增加，

2022年 10月，哈佛大學醫學院科學家勞裡· 古

德伊爾（Laurie J. Goodyear）等人通過試驗進

一步證實，對於所繁殖後代的代謝健康而言，

父親鍛煉、母親鍛煉以及父母都鍛煉將產生三

類不同的代謝特徵，相比較來說，父母都鍛煉

的話後代的代謝健康可能更好。這些發現在多

大程度上也適用於人類還是一個未知數，但結

合最新觀察研究中發現的人類代際風險因素，

父母注意養成更健康的生活習慣，少吃超加工

食物，多進行體育鍛煉，對後代的身體健康可

能會有所幫助。

父母的生活習慣會影響後代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