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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员 王洁）
7 月 21 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宣布， 该
院与华东师范大学刘明耀教授科研团队合
作开展的 “经 γ 珠蛋白重激活的自体造血
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 β 地中海贫血安全
性及有效性” 临床研究取得重大成果： 2
例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在湘雅医院接受自
体造血干细胞 “γ 珠蛋白重激活” 治疗后
脱离输血依赖， 至今已 83 天。 经文献检
索证实， 此为全球首次通过 CRISPR “γ
珠蛋白重激活技术” 治疗 β0/β0 型重度地
贫、 全国首次通过 CRISPR 技术治疗地中
海贫血的成功案例。

地中海贫血是全球分布最广、 累及人
群最多的一种单基因遗传性疾病， 被世界
卫生组织列为危害人类健康的六种常见疾
病之一， 也是我国广东、 广西、 湖南等南
方地区最常见、 危害最大的遗传病之一，
仅湖南省常住人口地贫基因携带率就高达
7%， 基因携带人数约 500 万人。

据项目主要研究者、 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付斌介绍， 重型地贫
患者往往每 2-3 周就要输一次血， 不仅治
疗费用高昂， 且可能由于严重并发症导致
死亡， 一般活不过成年。 通过 “γ 珠蛋白
重激活” 治疗手段， 将患者造血干细胞中
的正常基因激发出来， 再移植进入其体
内， 让这些 “生命种子” 在体内生根、 发
芽， 从而帮助患者摆脱这种需要定期 “加
油” 的生活。

付斌介绍， 如果说输血是将 “果实”
输入到患者体内， 通过补充正常的血液来
纠正贫血， 那么造血干细胞移植就是把
“种子” 移入进去， 让正常的造血干细胞
在体内取而代之、 生根发芽， 从而彻底摆
脱输血。 而 γ 珠蛋白重激活过的 “种子”，
则先从患者体内提取造血干细胞， 在实验
室进行 γ 珠蛋白重激活后， 把患者骨髓中
有基因缺陷的干细胞清除， 再将激活后的
干细胞输回患者体内， 让其生成正常的血
细胞， 这既解决了供者来源难的问题， 又
避免了排异的风险。

此次接受治疗的两名患儿分别为 7 岁
和 8 岁的男童， 均为重型 β-地贫患儿。 经
过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和单采， 由医
学研究中心分离后完成 γ 珠蛋白重激活，
然后回输到经过预处理的两位患儿体内，
使他们顺利通过了全血细胞减少关、 感染
关、 药物毒性关和免疫重建关等， γ 珠蛋
白重激活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在他们体内重
新恢复造血。 移植后 1 个月， 两名患儿就
脱离了输血。 目前移植后近 3 个月， 患儿
的血红蛋白稳定维持在 120克/升以上。

������本报讯 （通讯员 上官丹罡）
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部署， 7 月
19 日， 湖南省组织 20 名检验检
测人员携带专业设备赴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支援开展核酸检测工
作， 协助提升区域新冠肺炎筛查
能力。 与此同时， 由 20 名队员
组成的第二支检测医疗队目前也

组建完毕， 待命出征。
据悉， 40 名队员来自部省直

和部分市州三甲医院， 平均年龄
36 岁， 有 11 人拥有高级专业职
称， 中共党员 17 人。 40 名医疗
队员， 绝大多数参与了湖南支援
北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 具
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业务
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湖
南省已先后向湖北省 、 黑龙江
省、 吉林省、 北京市等地派出 20
余批次援助医疗队或专家组， 圆
满完成任务、 平安载誉凯旋。 同
时， 湖南省还组建抗疫医疗专家
组驰援津巴布韦、 赤道几内亚等
国家， 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贡献了湖南经验。

��������花屋村是衡
阳市祁东县风石
堰镇的省级贫困
村， 7 月 12 日，
南华大学附属二
医院 8 位医疗专
家联合风石堰镇
卫生院医生来到
花屋村开展健康
扶贫免费义诊，
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和慢病患者送
医送药， 近 200
名村民得到了义
诊服务。

通讯员 彭建华
何晓晓 摄影报道

�������7 月 14 日， 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计生协帮扶干部再次走
进扶贫联系村凤凰县两林乡禾当
村、 板如村， 开展 “入户看、 入
户听、 入户帮、 入户讲” 为形式
的 “四入户” 问计扶贫活动， 宣
传扶贫政策 ， 了解贫困户吃 、
穿、 住房、 入学和农业产业发展
等情况 ， 掌握其家底和当前需
求， 征求帮扶意见建议， 帮助他
们解决实际困难。

在禾当村七组， 结对帮扶干
部在逐户看望结对 “亲戚” 后，
将 6 户帮扶户请到了帮扶户之一
的龙玉林家中， 举行问计扶贫小
型集中互动交谈活动。 湘西州计
生协负责人说： “因为精准扶贫
让我们紧密联系到一起， 我们都
成了亲戚。 今天请大家过来， 就
是想听听大家的心里话， 谈谈通
过这几年的帮扶， 大家生产生活
改善进步情况， 同时对我们帮扶
干部的工作还有哪些意见和建
议。”

贫困户龙七斤首先接话 ：
“感谢扶贫好政策， 感谢卫健 、

计生协干部热心帮扶， 我家现在
的生活好多了， 现在搬到了禾库
镇， 住上新房子， 住不愁了； 今
年家里还种了 4 亩烤烟和几亩水
稻、 玉米， 吃也不愁了。”

70 多岁的贫困户龙玉林迫
不及待说道： “这几年村里路修
好了， 自来水进家了， 你们一年来
看我们 10多次， 比我自己的子女
看望我还多。 每年给我家既送猪
仔、 送鸡鸭鱼苗， 又教种养殖技
术， 想得十分周到。 现在我家的生
活大变样， 全家吃住穿都不愁， 摘
掉贫困帽我要看齐小康户！”

在亲切融融、 畅谈浓浓的氛
围中， 结对帮扶干部们把精准扶
贫的政策再一次进行了宣传讲
解， 并鼓励贫困户积极向脱贫榜
样看齐， 开动脑筋， 通过自己的
辛勤劳动实现早日脱贫致富。

在板如村二组贫困户龙
标家中， 帮扶干部们帮助打
扫庭院和家中卫生， 清理叠
放衣物， 规范灶台碗筷摆放。
还让他把存折本拿出来， 一
笔笔告诉他享受了哪些扶贫

优惠政策。
二组贫困户隆万仓 80 岁的

老母亲远远看到州计生协帮扶干
部时， 主动上前握手， 拉着往家
里走。 来到她家中， 只见室内外
干净整洁， 鸭棚里 30 多只鸭子
正欢快地吃食。 老人家非常开心
地说： “这是今年工作队送来的
鸭子， 现在还有点小， 你们下次
来， 我杀鸭子给你们吃！”

八组贫困户石四姐的儿子龙
培林今年刚参加完高考， 小伙子
信心满满地告诉前来家中看望的
州计生协帮扶干部： “你们帮扶
关怀我全家的行为我很感动， 也
都记在心里。 今年的考试自己感
觉还不错， 等成绩出来后我想报
一所医学院去学医， 将来做一名
医者回报社会……”

本报通讯员 田晓辉 向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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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湘南最小的耳蜗植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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