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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近日， 美国科学家在探究癌症
的基因根源方面取得了重要成
果———通过对 33 种最常见癌症超
过 1.1 万个肿瘤样本的分析， 一份
关于癌症的 “世界地图” 正式上
线。 根据基因变异和表达的相似
性， 研究人员提出可以按照分子类
型给癌症 “归类”。 这一研究成果
为提高癌症疗法的疗效和研发新药
物提供了路线图， 预示着癌症治疗
将出现重大突破。

在新研究中， 美国圣路易斯华
盛顿大学肿瘤学系计算生物学主任
丁莉教授领导的团队对 33 种癌症、
1 万多个肿瘤病例的基因、 表观遗
传和蛋白质组学变化进行了分析，
共确定约 300 个驱动肿瘤生长的基
因， 并发现其中一半以上肿瘤携带
的基因突变可被现有疗法治疗。

这项于 2005 年启动的 “癌症
基因组图谱” 大型研究发现， 起源
于同一细胞种类或属于同一系统的
不同器官上发生的癌症， 彼此之间
存在相似性。

在研究之初， 科学家们首先依

照解剖学的角度， 从人体的乳腺、
肾脏、 肺部等不同部位分离出了肿
瘤的样本。 随后， 利用多种顶尖的
技术平台， 研究人员用细胞和遗传
组成来对这些肿瘤进行进一步的区
分。 用已经显得有些陈旧的观点
看， 这些肿瘤来自 33 种不同的部
位。 但根据肿瘤的分子特征， 它们
实际上要被重新划分成 28 类。

发表在美国 《细胞》 杂志上的
这一新研究提出的分类方法， 颠覆
了过去科学家对肿瘤的认知。 新研
究结果表明， 许多看似不同的癌
症， 在根源上其实有着极高的相似
性。 举例来说， 一些带有特定分子
特征的类别， 竟包括了 25 种 （解
剖学上） 不同的肿瘤。 这能让研究
人员的目光透过肿瘤病发部位这一
表象， 直击癌症的最初根源。

丁莉说， 这是首次对 33 种癌
症背后的遗传学原因进行汇总分
析， 归纳总结。 对于有些癌症， 以
前人们一直把它们当作完全不同的
疾病进行治疗， 例如， 鳞状细胞癌
可出现在肺、 膀胱、 子宫颈以及头

颈部的一些肿瘤中。 在传统方法
中， 这些不同部位的癌症被作为完
全不同的疾病进行治疗， 但通过研
究它们的分子特征， 科学家现在知
道这些癌症是密切相关的。 相反，
有的癌症虽发生在同一器官， 但可
能属于完全不同的分子亚型。

不夸张地讲， 这份 “癌症世界
地图” 的项目是癌症研究领域的一
大里程碑。 论文共同作者、 美国北
卡罗来纳大学教授查尔斯·佩鲁说：
“分子水平上的新分类系统对临床
有很大帮助， 可以解释不同部位肿
瘤的某些相似的临床表现。”

美国巴克老龄化问题研究所肿
瘤学家克里斯托弗·本茨说， 癌症
基因组图谱数据可为开发抗癌新疗
法提供希望， 包括利用目前针对少
数几种癌症效果显著的免疫疗法。
“现在是重写癌症教科书的时候了，
癌症分类发生了范式转换， 要打破
过去临床肿瘤学的桎梏。” 本茨说。

（综合新华社、
《健康时报》《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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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在美国 《儿童发展 》
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 搬
家太频繁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学
习成绩。

美国波士顿学院应用发展与
教育心理学教授丽贝卡·莱文·科
莱博士及其研究小组对美国各地
1.9 万名儿童的相关信息展开了
梳理分析。 这些参试儿童从上幼
儿园开始接受跟踪调查， 研究一
直持续到这些孩子上 8 年级。

结果发现， 搬家对孩子学习
成绩等方面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搬家时孩子的年龄大小的影
响。 另外， 搬家次数越多， 对孩
子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就越大。
童年早期和中期搬家会降低儿童
社交技能， 进而增加情绪问题和
行为问题风险， 而且这些负面影
响会持续数年。 若在童年中期或
十几岁时搬家会对孩子的阅读技
能和数学技能产生短期负面影
响， 但这些影响会随着孩子年龄
增大而消退。 新研究还发现， 搬
家每多一次， 孩子的数学和语文
成绩都会降低， 社交技能也会下
降， 情绪和行为问题更多。

科莱博士分析指出， 搬新家
（甚至孩子不换学校） 会扰乱孩
子的日常生活学习节奏和习惯，
更难集中精力， 学习受到抑制，
成绩自然下降。

金也

一项新研究显示， 即使有
可能因遗传而患上心脏病， 良
好的心肺功能仍然可以减少患
此病的风险。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
员对约 48 万名英国人的数据进
行了分析。 这些数据来自英国
生物医学库， 该医学库在 2006
年至 2010 年追踪了年龄为 40
至 69 岁的参与者的健康状况。

结果显示， 如果患病风险
最大的人的心肺功能保持在最
佳水平的话， 患冠心病的风险
就会减少 49%， 患心房颤动的
风险则会减少 60%。 发表在美
国 《循环》 月刊上的这项研究
称， 无论因遗传患上心脏病的
风险偏低、 适中还是偏高， 保
持力量和心肺健康都能够减少
患心脏病的风险。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指
出， 基因不一定决定人的全部
命运， 可以通过加强锻炼来影
响患病风险。

方留民

癌症可按分子类型“归类”

配合癌症手术的免疫疗法
多在切除肿瘤后使用。 但美国一
个研究团队在临床试验中发现，
颠倒一下次序， 在手术切除肿瘤
前实施免疫疗法有助提高部分非
小细胞肺癌患者存活率。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
团队在美国 《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 》 上报告说 ， 临床试验中 ，
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手术
数周前， 给予他们 2 剂 “程序
性细胞死亡蛋白-1 （PD-1）” 抑
制剂。 结果显示， 在手术切除
肿瘤前实施免疫疗法， 术后 12
个月， 3/4 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存活且未复发， 而 18 个月未复
发率达 73%。

PD-1 抑制剂是一种能激活

免疫系统攻击肿瘤的药物。 研究
人员认为， 肿瘤未切除时使用免
疫疗法， 可以更有效激活对癌
细胞产生免疫应答的抗原特异
性 T 细胞， 后者可在患者全身
各处寻找肿瘤的微小转移灶 ，
避免其在手术后复发。 该研究
还发现， 这些肺癌患者的免疫
系统可能还消灭了部分在血液
中游弋的癌细胞， 这些癌细胞
日后可能导致癌症复发和转移。

主要负责人、 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肿瘤学助理教授帕特
里克·福尔德说， 这一创新性癌
症疗法的初步结果令人鼓舞 ，
相信这会引发研究者对各类癌
症的辅助疗法进行临床试验。

周舟

电影里的 “变态杀人狂” 似乎常
以折磨受害者为乐， 而美国耶鲁大学
的研究者在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发表的最新研究称， 精神变态者有一
种 “认知缺陷”。 该项研究的研究者
为 106 个重刑犯做了心理量表， 其中
有 22 个确定是精神变态者， 28 个确
定不是， 其余则处在两者之间。

这些重刑犯要做一个小游戏。 在
他们眼前的屏幕中， 有一个小人儿，
它只能向左右两面墙壁中的一面看。
而被试者可以左右两面看， 两面墙上
会随机出现红点。 被试者要迅速回
答， 游戏里的小人儿和自己， 分别看
到屏幕里有几个红点。

两种视角互相干扰。 精神变态者
与普通人一样， 在回答小人儿看到了
几个红点时都变慢。 但当回答 “我能
看到几个红点” 时， 普通人依旧会变
慢， 精神变态者回答的速度却
几乎 “不太会变慢”。

耶鲁大学的研究者发现 ，
受 “小人儿” 视角干扰越小的
人， 在心理量表上越符合 “精
神变态者” 定义， 犯下的伤害
罪行也越多。 换言之， 精神变
态者高度 “自恋”。 他眼中的受
害者， 就像游戏里的小人儿一
样， “冷酷无情” 才是他的本
能， 一种可怕的 “天赋异禀”。

这项研究或许会让人突然
感恩自己的普通， 因为感知别
人的苦与乐也是一种温暖的
“天赋”， 并非人人都有。

胡宁

肺癌疗法“颠倒次序”
可提高存活率“冷酷无情”是他们的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