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26日讯 粪便能治病？听
起来让人难以置信， 但这的确是科学
事实。近日，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接诊
了一名顽固性“炎性肠病”患者，医院
提取其小侄女粪便中的细菌， 注入患
者胃肠道，移植术后，患者病情大为好
转， 成为湖南省内粪菌移植手术成功
第一人。

湘雅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晓艳
教授介绍说：粪便治病听起来新鲜，其
实早在古代东晋时期， 就有垂死病人
“饮粪汁一升，即活”的记载，国外也早
已开展此类技术。今后，粪菌移植将为
更多腹泻、便秘、肥胖及自身免疫性疾
病患者提供这种新的治疗方法。

今年24岁的吴婷（化名），是长沙
的一名公务员。2年前开始， 她经常无
缘无故地腹泻。“发作的时候， 每天急
厕5次-8次，还会全身发热乏力，人也消
瘦了很多。”最终被诊断为“炎性肠病”。

“我在分析了她的病情后，觉得如
果采取粪菌移植手术， 很可能对她有
效。 但这类手术在我省还没有先例。”
王晓艳在征得吴婷同意后， 决定实施
这一特殊的手术。经过筛查，最后选定
吴婷的小侄女为供者。

移植当天， 医生从吴婷的小侄女
提供的新鲜粪便中提取出细菌， 并注
入患者胃肠道。 整个治疗过程快速清
洁，没有让吴婷感觉到一丝肮脏。

术后7天复查，吴婷血液中的炎性
指标均有改善。腹痛减轻、腹泻的次数
也减少到每天3次-4次，体重、乏力也
有所改善。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洪雷 通讯员 余希 蒋凯

5月25日，由长沙市开福区华声96258公益服务中心主办，长沙市社会福利研究会协办的“爱心周末”
活动，携手“你好！漂亮”的造型师们，一起走进了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养老院。志愿者们为养老院近30名失智
老人理发、剪指甲、打扫卫生，还给他们带去了爱心糕点，与老人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别样的“爱心周末”。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朱玉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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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6日讯 在输注
了父亲的骨髓造血干细胞和外
周血造血干细胞后， 经过与排
异反应和其他并发症长达50多
天的漫长“博弈”，今日，高危白
血病患者小海（化名）在湘雅医
院康复出院， 这也宣告了我省
首例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
植取得圆满成功。 这一突破意
味着，一旦孩子患上白血病，父
母可直接为子女捐献骨髓。

白血病少年“配型”两受阻

17岁的小海（化名）是永州
某中学的一名高二学生，2013
年8月， 他被确诊为T细胞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

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属恶性程度很高且极易复发
的白血病类型。 如不及早接受
造血干细胞移植， 即便坚持化
疗， 患者两年以上的生存率也
不到10%。

然而， 造血干细胞移植需
要基因位点全相合才能进行。
而要获得符合条件的造血干细
胞， 除有25%的几率在同胞兄
弟姐妹身上取得外， 就只能在
骨髓库中“大海捞针”。

针对小海亲生弟弟开展的
配型方案却首先就被告知行不
通。 湘雅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徐
雅靖副教授介绍， 小海的亲弟
弟刚满10岁， 且体重较其轻了
足足40公斤，即便配型成功，弟
弟可供采集的造血干细胞数量

远远达不到哥哥的需求。而此时，
从中华骨髓库及台湾骨髓库也传
来坏消息，没找到合适的配型。

父亲骨髓成“救命稻草”

在看似走投无路之时， 专家
们通过分析发现小海年近40岁的
父亲章先生是目前供者中的“最
佳人选”。“他们父子俩不仅同为
O型血， 且体重相近。 更重要的
是， 通过8个基因位点的比对，父
子俩有6个位点相合。” 徐雅靖表
示，“这说明父子俩有一条基因链
是相同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半
相合’，已具备了开展单倍体相合
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基础条件。”

但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
植毕竟不同于“全相合”造血干细
胞移植， 患者术后出现急性排斥
反应的风险很高。“这在我省还没
开展过”，徐雅靖介绍，在借鉴国
内外先进经验后， 湘雅医院专家
决定， 除采集章先生的外周血造
血干细胞外， 还要采集其骨髓造
血干细胞来降低小海术后急性排
斥反应的发生率。

3月27日，医院从章先生身上
采集了750ml的骨髓造血干细胞
输入小海体内； 次日， 又采集了
200ml的外周血造血干细胞输
入。4月13日，小海重建正常造血，
他的白细胞和血小板数量也恢复
到了基本正常水平。4月23日，小
海顺利出舱，手术宣告成功。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洪雷 通讯员 佘丽莎 罗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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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医院成功开展我省首例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

骨髓移植无需再等，可由父母直捐

徐雅靖介绍， 患者在术后
两个月到半年内还需密切观察
并随诊， 期间可能出现一些慢
性排斥反应、感染等并发症，并
需进行残留白血病细胞监测，
以此来预防复发。通常情况下，
移植术后一年如果没出现严重
并发症，才能算相对安全。

据悉，在此之前，我省还不

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造血干细胞
移植。此次手术的成功，将极大地
拓展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的范
围， 对需要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的各类患者提供了更大的生存希
望。这意味着，一旦孩子（尤其是
独生子女）患上白血病，父母则无
需再去艰难地等待骨髓配型，可
以直接为子女捐献骨髓。

众所周知， 造血干细胞移
植是根治白血病的唯一途径，
能达到临床治愈。但是，造血干
细胞移植， 均要求供者和受者
的骨髓配对必须完全吻合（即
“全相合”），否则极易产生排异
反应。然而，配对完全吻合的几
率， 只有同卵双生的双胞胎才

是100％， 而没有血缘关系人群，
全相合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一。

“半相合”移植，被医学上叫做
“单倍型相合骨髓移植”，只要求供髓
者、受髓者之间的白细胞抗原一半相
同就可以了，即意味着有亲缘关系的
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甚至堂表亲之
间的骨髓都可进行“半相合”移植。

“白血病患者无需再艰难等配型”

“全相合”与“半相合”

粪便能治病？ 这个真的有！
湘雅三医院完成省内首例粪菌移植手术

粪便治病， 到底是
基于什么样的原理？

王晓艳介绍， 人体
肠道细菌数量达到10万
亿个， 肠道菌群失衡与
人类多种疾病发生发展
相关， 甚至与衰老和长
寿也关系密切。

“正常的肠道菌群
处于一个和谐稳定的状
态， 当某些细菌数量增
多、减少或者缺失，人就
生病了。此时，将健康人
粪便中的正常功能菌
群， 移植到受者胃肠道
内，就可以重建平衡，治
疗肠道及肠道外疾病。”

据了解， 这个技术
首先要在患者的近亲属
中寻找健康的供者。供

者至少没有任何的传染
病， 无糖尿病及恶性肿
瘤病史，近3个月内未使
用抗菌药物等。

“对供者的寻找和
筛选条件， 在某些项目
上， 甚至比器官移植要
求更严格， 因为菌群进
入新的人体， 一旦发生
变化， 极易传染相关疾
病，如有不当，甚至可能
致命。”王晓艳说，“粪便
治病” 不是一个简单植
入的过程， 医生必须采
用供者的新鲜粪便，在
无菌条件下进行制浆、
离心、 悬浮等一系列精
细复杂的过程提取出粪
便中的细菌， 然后才注
入患者的消化道。

王晓艳告诉记者，用
粪便治疗疾病，其实并算
不上什么新鲜事。我们的
老祖宗早就尝试过。

据了解，我国早在东
晋时期，葛洪《肘后备急
方》就记载，用人粪清治
疗食物中毒、腹泻、发热
并濒临死亡的患者“饮粪
汁一升， 即活”。 李时珍
《本草纲目》（1596年出
版）中曾记载了二十多种
用人粪治病的疗方。

从1958年以来，在美

国、澳大利亚、欧洲等西
方国家和地区，已经有数
千例粪菌移植病例，有的
用于治疗慢性便秘等肠
道疾病，也有的用于治疗
代谢综合征。目前国内外
主要将该技术应用于复
发性难辨梭状芽胞杆菌
感染及炎症性肠病的治
疗，另外该技术在慢性腹
泻和便秘、肥胖、肠道食
物过敏、自身免疫性疾病
等疾病的治疗中也取得
一定疗效。

1600年前就有过粪便治病

输送健康菌群
重建平衡患者肠道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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