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论坛为期一天， 来自海峡两岸的精准医
学专家和学者， 围绕本次会议主题“精准医学中
国实践”， 从政府、 医疗工作者、 医疗企业、 行业
协会、 社会团体等多个层面做主旨演讲， 并重点
围绕“十三五” 国家重点战略“精准医学研究”
所关注的肺癌、 乳腺癌、 宫颈癌和前列腺癌等重
大疾病的精准医学进展做了经验介绍和分享。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指出， 精准医学是我
国医院发展的历史机遇， 也是医学发展的必然，
对目前临床疾病诊断方式、 疾病的分类类型、
临床诊疗路径， 规范指南标准产生革命性的变
化。 同时， 将推动一批新型的医学产业的发展，
为我国医学在国际医学发展中占领制高点提供

近年来， 癌症发病率的提高和年轻化趋势，
让老百姓忧心忡忡。 5 月 13 日， 海峡两岸多名院
士专家聚首郴州， 共话“精准医学中国实践”。
据悉， “高大上” 的湖南省首个精准医学中心将
落户郴州， 该中心以临床需求为导向， 开展精准
检测、 精准治疗和精准医学研究等工作， 为湖南
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

医学发展从经验医学、 循证医学， 直至演变成精准
医学， 每一步都按临床所需而衍生开来。 以肝癌为例，

“手术 + 介入” 组合治疗指南， 不适用于所有患者， 根
据患者自身情况量体裁衣， 基于个体化治疗的精准医学
概念油然而生。 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医学模式， 它改变了
以群体为对象的传统医学一刀切， 为降低误诊误治、 过
度治疗等奠定基础， 同时也为进一步提高诊疗带来可能。

目前， 临床上对肿瘤的治疗， 主要还是采用手术、
化疗、 放疗等手段， 但由于肿瘤异质性的普遍存在， 患
有同样恶性肿瘤的不同患者对于同一种药物的疗效有较
大差异， 考虑到药物给病人带来的毒副反应和经济压
力， 如何预测不同患者对一种化疗药物或靶向药物的疗
效变得尤为重要。

据罗迪贤教授介绍， 肿瘤精准医学可以有效改善上
述局面。 每一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基因， 每一位肿瘤
患者所携带的肿瘤基因也不完全一致， 通过精准医学模
式下的基因测序技术， 在综合考虑患者各项特征的基础
上， 我们将对一些患者肿瘤基因或分子靶点进行预测和
分型。 从基因水平预测药物疗效及毒性， 阐释药物疗效
和毒性的个体差异， 指导个体化用药。 避免患者通过以
身试药的方式选择有效方案， 显著降低严重药物毒副作
用发生率， 提升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 大幅提高治
疗效果， 在增加患者治疗信心和配合度的同时， 还有效
降低了治疗费用， 减轻广大肿瘤患者的经济负担。

刘振 吴蕾

精准医学是在人类基因组计划数据和循证医学实
践结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新医学模式， 是指根据
个体的生物信息特征， 个性化地针对疾病进行预防、
诊断和治疗， 以此提高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避
免不良反应， 是目前最前沿的临床实践模式。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湖南省一家集预防、
医疗、 教学、 科研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医院， 率先在
湖南省成立精准医学中心， 为湖南省疾病防治与个
体化治疗带来福音。 该院转化医学研究所执行所长、
博士生导师罗迪贤教授介绍， 医院经过多年的探索、
实践及长期的前期筹划准备， 结合国际先进经验及
临床大数据收集， 目前已形成拥有一流的专家团队、
顶级的技术设备、 优良的服务理念的现代化精准医
学中心， 并完全具备能力打造湖南省最全面、 最专
业、 最精准的的精准医学中心， 引领湖南进入精准
医学新时代。

基因检测量身制定治疗方案

大会现场

湖南省首个精准医学中心将落户郴州

� 精准医学、“肺癌 100 和肺癌高危 1000
项目”启动仪式。

诊疗进入精准医学时代

历史机遇。
浙江省沃森智慧医疗研究院院长章笠中说，

中国的精准医学不等同于美国的精准医学， 而是
以精准医学发展为契机， 立足于医药产品国产化、
诊疗规范化、 医疗服务协同化、 健康服务个体化，
以实现降低诊疗成本、 提高诊疗技术水平、 优化
医疗服务模式， 改善就医难题， 加快培育大健康
产业， 带动经济增长的全面实施。

海峡两岸在精准医疗发展方面， 有什么样的
经验可以分享和交流？ 台湾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
院张高评教授介绍说， 台湾的精准医学也刚刚起
步， 希望通过海峡两岸高峰论坛这个平台， 加强
两岸在精准医学所涉及的多学科的交流， 如病理、
检验、 影像、 放疗、 内镜和药理科， 同时也希望
把台湾健保、 姑息治疗、 临终关怀等领域所取得
的经验能够和大陆相关专业的人士进行分享。

�����“我们面向未来， 无所畏惧， 我们是希
望、 是温暖， 我们将成为新时代的南丁格
尔！” 5月 12 日国际护士节这天， 湖南中医
药高专学校为护生们举行庄严的“拥抱 5.
12·传承提灯情” 授帽仪式。 当护理系老师
们将燕尾帽戴到护理学生的头上那一刻，
神圣的使命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宁静 摄影报道

■医卫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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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近日， 一则台湾 26 岁女作家
因幼年遭补习班老师性侵长期抑
郁最终自杀的消息引起关注。 该
女作家今年 2 月出版的第一本长
篇小说， 描述了 13 岁女主角房思
琪被补习班老师性侵最终发疯的
故事， 也被认为是其自我写照。

我们应该看到， 在这个社会
上， 有些假、 恶、 丑我们是杜绝
不了的， 就像这样的性侵事件，
也许此时此刻正在发生。 除了呼
吁法律严肃追查， 用更加严厉的
手段惩戒施害者外， 我们还应该
做的， 是提醒更多的家长， 教会
孩子如何保护自己是多么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 至少在小说

里， 女主角的家庭没有给过她性
教育， 更别说防性侵教育。 我们
可以猜测， 在这位女作家精神一
步步走向崩溃直至选择死亡的背
后， 幼年时父母性教育、 防性侵
教育的缺位， 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伴随着孩子的成长， 家长应
该将防性侵教育一点一滴地灌输
给孩子。 但根据很多调查， 近七
成家长没有对孩子进行过系统的
防性侵教育， 绝大多数家长希望
学校对孩子进行防性侵教育。 由
此可见， 在防性侵教育这件事情
上， 家长远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
缺位。

更令人唏嘘的是， 许多儿童性

侵受害者， 在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了难
以愈合的创伤和痛苦后， 选择了沉
默， 因为他们害怕说出真相会对自己
造成更大的伤害； 对于性侵， 他们觉
得羞耻， 甚至可能认为是自己的错。
因此， 在性侵事件发生后， 家长能否
觉察孩子的异常， 能否及时止损， 给
予孩子应有的关怀和心理疏导， 能否
抵住社会压力， 为孩子撑起一片天，
都是决定受害者能否走出阴霾， 阳光
面对世界的重要因素。

面对一个个孩子， 家长应该行
动起来， 对其进行清楚明白的防性
侵教育 ， 教给他们保护自己的方
法， 让悲剧不要在自己身边发生。

（健康报， 5.13， 徐秉楠 /文）

防性侵教育 家长别缺位
������开双眼皮算病假还是事假？ 4 月
25 日， 无锡市人社部门的官方微信
公众号发布了 2016 年度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典型案例。 这当中， 谭某的
遭遇颇为奇特： 因为到医院 “开双
眼皮” 没有提前请假， 公司以无故
旷工为由强行辞退， 对此谭某不服，
认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2015 年 12 月 28 日， 从事收银
工作的谭某到上海某医院进行眼部
矫正手术 （俗称 “开双眼皮”）， 且
未提前请假。 2016 年 1 月 4 日， 公
司以谭某未履行请假手续、 无故旷
工为由将其辞退。 之后， 谭某出具
上海某医院的病假手续， 称自己是
“病假”， 认为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 要求公司赔偿。

谭某的行为到底是属于事假还
是病假，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最
终认定， 用人单位没违法。 该仲裁
机构的相关人士解答称， 现在整形
手术已非常普及， 如果修复性整形
系因患病或负伤所致， 则具有医疗
性质， 凡履行了病假手续的， 应享
受医疗期待遇。 而美容性整形纯属
爱美， 并非因患病或负伤引起， 只
能视为事假， 不属于享受病假医疗
期的范畴。

（扬子晚报， 4.26， 张建波 /文）

“拥抱 5.12·传承提灯情”

员工开双眼皮
没请假被开除

共话“精准医学中国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