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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提个醒

美国研究人员近日在 《JAMA
肿瘤学》 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
对于癌症治疗来说， 质子治疗和目
前的标准光子治疗———X 射线放疗
相比， 疗效相似， 但副作用更少。

该研究由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
大学医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
尔曼医学院研究人员联合进行， 对
质子治疗与光子治疗的效果和副作
用情况进行了对比。 有 1483 名非
转移性、 局部晚期癌症患者参与了
该项研究。 这些患者都接受了同步
放化疗， 其中 391 名患者接受了质
子治疗， 1092 名患者接受 X 射线
放疗。

研究人员发现， 在治疗期间，
两组患者在生存率和癌症控制方面
无明显差异， 质子治疗组一年的总

体生存率为 83%， 而 X 射线治疗
组为 81%。 但两种疗法的副作用差
异十分明显： 在 90 天内， 质子治
疗组中有 45 名患者 （11.5%） 出现
了严重的副作用症状， 而 X 射线
治疗组有 301 名患者 （27.6%） 在
同一时期出现了严重副作用症状。
这种差异还是在质子治疗组患者平
均年龄更大且存在更多医疗问题情
况下出现的。 研究人员称， 剔除这
些差异因素影响， 接受质子治疗的
患者在 90 天内出现严重副作用症
状的风险要比接受 X 射线治疗的
患者低 2/3。

质子和 X 射线这两种放射疗
法均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
批准， 用于癌症治疗。 X 射线束由
光子组成， 可以直接穿过人体， 其

会在穿过健康组织时产生严重副作
用。 而质子则是相对重的带正电粒
子， 其会在击中目标后停止， 从而
降低对健康组织造成损害的几率。

研究人员表示， 同步放化疗是
许多癌症的标准治疗方法， 新研究
表明， 质子治疗结合同步化疗， 可
达到与常规 X 射线放疗相似的肿瘤
控制效果， 但副作用更少。 这一发
现可能会促使放射肿瘤学家设计新
的临床试验， 以研究通过增加质子
放射剂量提高疗效的可行性。 同时
该发现也为老年癌症患者获取其可
耐受的治疗手段提供了更好选项。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发展， 这一点
更显重要。

（《科技日报》 2019.12.31，
刘海英 /文）

■探索

癌症放疗：

■健康观察

据 1 月 11 日央视报道， 最
近在浙江省温州市出现一种叫
“零抚生命密码” 的生命疗养课
程， 称通过心灵自然疗法， 无需
仪器、 药物治愈任何顽疾。

“零抚生命密码” 宣称人的
意念能够聚合光、 宇宙能力、 上
古能量来按摩病灶， 让人想起前
几年的 “意念治病” ———摈弃药
物治疗功效， 放大意念的作用。
这些显然都是伪科学。

“零抚生命密码 ” 无疑是
“意念治病” 换个马甲， 其死灰复
燃缘于暴利诱惑精准抓住患者对
健康的渴望和对疾病的恐惧心理，
这似乎从来不缺少流量。 “意念

治病” 课程所到之处， 听众相拥
而泣、 闭目遥想、 专心运行 “意
念”， 虔诚至极。 比如， 2015 年，
北京警方抓捕涉嫌利用 “意念治
病” 实施诈骗的一些人时， 竟然
遭受被洗脑会员的阻拦。

“意念治病 ” 打了医学界
“心理暗示” 的擦边球。 该理论
认为， 人的内心储藏巨大力量，
借助积极的心理暗示， 会对患者
产生安慰功效， 带来乐观情绪，
从而提高疗效。 “意念治病” 曲
解概念， 是与医学背道而驰的伪
科学。

很多人被洗脑， 为伪科学提
供了广阔的市场和财源， 光靠警

方单打独斗不行 。 “意念治病 ”
死了， “零抚生命密码” 又横空
出世， 下一次换个什么马甲谁都
说不准。 粉碎 “意念治病” 等伪
科学 ， 还得依靠真科学 。 比如 ，
利用媒体等宣传工具， 聚合政府
职能部门、 社会组织力量， 加大
科学养生的宣传教育， 提高群众
对伪科学的识别能力， 将患者的
疾病焦虑和健康需求引导到对现
代医学的信赖上来。

消灭愚昧和冥顽， 最有效的
手段是科学。 科学在人们心中树
立的理性， 才是伪科学和养生谣
言的强大 “粉碎机”。

（《工人日报》 1.14， 范军 /文）

南京医科大学课题组近日研究发
现 ， 巨噬细胞中有一种蛋白 ， 能像
“刹车” 一样减轻慢性炎症对机体的损
伤， 该发现对治疗与肥胖相关的代谢
性疾病有启发意义。 相关成果发表在
《自然·通讯》 上。

据该校基础医学院陈琪教授介绍，
代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 脂肪肝、 心
血管病等， 高糖高脂食物摄入过多容
易引起肥胖 ， 肥胖会诱发慢性炎症 ，
目前尚无针对炎症靶点有效防治代谢
性疾病的药物。

研究发现的蛋白名为穹隆主体蛋
白 （MVP）， 陈琪表示， 在慢性炎症反
应中， 作为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巨噬细胞就像大杀四方的 “将军”， 既
会消灭病毒和细菌， 也会 “误伤” 其
他正常组织， 脂肪组织中的 MVP 蛋白
主要来自巨噬细胞。

课题组让小鼠的巨噬细胞无法产
生 MVP 蛋白， 再喂养高脂饲料， 结果
发现， 小鼠更容易出现体重增加、 血
糖血脂升高、 脂肪肝等代谢紊乱的特
征； 喂养高胆固醇饲料， 发现小鼠更
容易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病变。

“这些都是肥胖等代谢性疾病的特
征。” 陈琪表示， 两组实验中， 小鼠的
炎症反应明显增强。 “这表明它们的
巨噬细胞过于活跃了， 缺失 MVP 蛋白
会加剧肥胖和代谢紊乱， MVP 蛋白在
抗肥胖和抗炎方面起重要作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 MVP 蛋白的一
个片段结构具有抗炎作用， 能减轻巨
噬细胞的炎症反应。 “它就像 ‘刹车’
一样， 防止巨噬细胞 ‘杀红了眼’， 引
导免疫系统走向对机体有益的一面。”
陈琪说。

陈琪表示， 这项研究为防治肥胖、
冠心病等代谢性疾病提供了新的靶点
和理论依据， 对 MVP 蛋白小片段的研
究， 也为课题组今后实施成果转化 、
研制对应药物打下了基础。

（新华网， 1.6， 陈席元 /文）

■发现

与肥胖相关的
炎症“刹车”蛋白

南京医大发现

养生谣言还会换多少“马甲”？

拔火罐具有通经活络、 行气
活血、 消肿止痛、 祛风散寒等作
用。 因为适用范围广泛， 除正规
医院外， 如今许多足浴店、 美容
养生馆、 私人小诊所都有拔火罐
等保健项目， 还有很多人会自行
购买拔火罐器具在家理疗。

“拔火罐烫伤的人日渐增
多， 我们在日常门诊中， 就接
诊了很多患者。” 杭州市红十字
会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刘承浩为
此特意联系媒体， 想向大众做
个提醒 ， “拔火罐讲究很多 ，
一定要规范操作。”

“拔火罐时， 酒精棉蘸取的
酒精量， 火力大小， 火苗在罐
体内留存的时间， 以及拔罐时
间长短等 ， 都需要灵活掌握 。
操作者还要了解患者的病症 、
体质、 穴位等， 一旦掌握不好，
就容易烫伤， 形成水泡。” 刘承
浩提醒。

“操作时， 注意别灼伤或烫
伤皮肤。 一旦烫伤， 或留罐时
间太长 ， 导致皮肤起水泡时 ，
小水泡敷消毒纱布， 防止擦破
即可； 水泡较大时， 可用消毒
针将水泡刺破， 放出水液， 用
消毒纱布包敷， 以防感染， 并
马上到医院进行处理， 千万不
可用 ‘土方法 ’ 自行处理患
处。” 刘承浩说。

他同时提醒， 拔罐并非人人
适合， 体质虚弱者及皮肤病、 心
脏病、 糖尿病和各种传染病患者
等， 都不适合拔罐。 另外， 皮肤
过敏、 溃疡、 水肿者， 高热抽搐
者， 孕妇等群体也不宜拔罐。 有
拔罐需求的市民， 最好还是选择
专业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杭州日报》 1.9，
柴悦颖、 张弛 /文）

拔火罐烫伤的人
日渐增多

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使用
呼吸仪检测酒驾。 但这种仪器
的不足之处是： 酒驾者会找各
种借口 ， 比如刚用过漱口水
（里面含有酒精） 等。 此外， 呼
吸检测器需要连续吹上 10 秒
钟， 一旦人处于昏迷状态， 则
无法进行检测。

《分析化学 》 科 学 杂 志 最
近报道 ， 美国奥尔巴尼大学
化学系副教授扬·哈拉梅克宣
称发明了一种能利用汗液准
确 、 快速检测体内酒精含量
的神器 。

哈拉梅克副教授率领的团
组对 26 名志愿者进行了试验。
他们先对每个人进行检测， 证
明没有喝酒。 然后每人喝几杯
40 度伏特加。 随后， 使用汗水
和呼吸两种设备进行检测， 并

对获取的 100 多个读数进行比
较 。 结果表明前者更为快速 、
准确和便捷。

哈拉梅克副教授认为， 不
久的将来， 汗液分析器有望取
代呼吸分析器测酒驾。
（《北京日报》 1.8， 王斌 /文）

■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