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化疗治白血病
中国团队新成果在《柳叶刀》发表

近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黄
晓军教授团队在国际临床肿瘤顶
级杂志《Lancet Oncology》(柳叶
刀-肿瘤学)上发表研究成果，介
绍了“口服砷剂和维甲酸治疗非
高危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Ⅲ
期前瞻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成
果，证实“不输液、不化疗”治愈急
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为非
高危APL治疗新时代提供最高级
别循证医学证据。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一
种起病凶险的恶性血液病，单纯
依赖化疗患者复发率高，总体生
存不足一半。维甲酸与砷剂联合
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中
国原创研究成果推广全球的典
范，根治率达到90%以上，其中非
高危组占APL患者80%以上。

此前，黄晓军课题组已在国
际上首次通过前瞻临床试验证实
口服砷剂和静脉砷剂具有相似的

疗效和安全性，成果发表于 2013
年国际肿瘤学顶级期刊《临床肿
瘤学》。在此基础上,黄晓军研究
组通过不要传统的化疗药物、不
输液、缓解后不用再住院的创新
性小样本前瞻队列，在非高危急
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中取得
了良好的疗效并以通信发表于
2014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该成果在国际上为“不输液、
不化疗、仅用两个口服药物治疗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提供了
高水平的循证医学证据，使急性
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治疗更为简
便、避免化疗带来的多种副作用，
节省了患者住院日超过 4 个月，
大大提高了病人的生活质量、同
时减轻了患者医疗费用负担。同
时，该项研究使得我国 APL 的研
究稳居国际第一方阵，成为推动
该领域发展的关键力量。

据《健康时报》

什么是肿瘤标志物？肿瘤标
志物升高一定是癌症吗？

肿瘤标志物是指肿瘤细胞产
生和释放的某种物质，常以抗原、
酶、激素等代谢产物的形式存在于
肿瘤细胞内或患者体液中。临床
上可通过生化或免疫检测手段检
测这些特异性物质而诊断相关的
肿瘤，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机体组
织肿瘤的发生与发展，常用于监测
肿瘤的治疗反应和效果。

一、常见的肿瘤标志物及临床
意义。

1.甲胎蛋白(AFP)：是一种非
常常见的肿瘤标志物，可以检测出
80%以上的肝癌及大部分的生殖
器肿瘤，如原发性肝癌、睾丸癌、卵
巢癌等。

2.癌胚抗原(CEA)：CEA是消

化系统肿瘤、肺癌、乳腺癌等肿瘤
的标志物；升高预示着结肠癌与其
他消化道肿瘤，而且癌症越晚期，
肿瘤越大，CEA数值越高。

3.糖类抗原 125(CA12-5)：常
用于卵巢癌的诊断，子宫内膜癌，
膜腺癌、输卵管癌也有轻度升高。

4.糖类抗原 15-3(CA15-3)：
可用于乳腺癌患者的诊断，尤其对
于转移性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有重
要价值。

5.糖类抗原 19-9(CA19-9)：
消化系统肿瘤的标志物，可作为胰
腺癌、胆管癌的诊断和鉴别指标，
肝癌、胃癌、食管癌的患者亦可见
增高。

6.糖类抗原72-4(CA72-4):胃
癌、卵巢癌等肿瘤的标志物。

7.糖类抗原 24-2(CA24-2)：
消化系统肿瘤的
标志物。

8.糖类抗原
50(CA50)：消 化
系统肿瘤、乳癌、
肺癌等肿瘤的标
志物。

9.非小细胞
肺 癌 相 关 抗 原
21-1
(CYFRA21-1，
Cy21-1))：非小细
胞肺癌等肿瘤的
标志物。

10. 神 经 元

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小细胞肺
癌、神经内分泌肿痛等肿瘤的标志
物。

11.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
是前列腺癌的特异性标志物。

12. 人 绒 毛 膜 促 性 腺 激 素
(HCG)：胚胎细胞癌、滋养层肿瘤
(绒癌、葡萄胎)等肿瘤的标志物。

13.铁蛋白(FER)：消化系统肿
瘤、肝癌、乳腺癌、肺癌等肿瘤的标
志物。

14. 鳞 状 细 胞 癌 相 关 抗 原
(SCC)：宫颈癌、肺鳞癌、食管癌等
肿瘤标志物。

二、肿瘤标志物升高一定是癌
症吗？

当我们拿到肿瘤项目检测化
验单时如何看待结果呢，肿瘤标
志物升高就一定是癌症吗？

肿瘤标志物检查只是诊断肿
瘤的辅助指标。目前，由于100%
特异性的肿瘤标志物仍然没有找
到，所以还达不到肿瘤早期诊断
的理想标准。肿瘤标志物阳性或
升高，可能是恶性肿瘤，也可能
不是。具体要看是什么检测项
目，结果升高了多少，有无其他
影响因素等。若有时就单纯一两
项指标升高，还需要定期进行复
查，看是否在持续升高，如继续
升高，则还需要进一步进行CT、
B超等影像学方法检查，并结合
临床体征、症状等，才能做出明
确诊断。

有的良性肿瘤、囊肿、炎症
和免疫系统疾病也会导致肿瘤标
志 物 的 升 高 ， 如 ： 癌 胚 抗 原
(CEA)：除结肠癌、直肠癌、胰腺
癌、胃癌、肝癌、肺癌、乳腺癌
等血清CEA有明显升高外，肠道
憩室炎、直肠息肉、结肠炎、肝
硬化、肝炎和肺部疾病也会有不
同程度的升高，吸烟者中约有
39%的人 CEA＞5 纳克/毫升。尽
管良性疾病CEA也会升高，但是
必须要提醒大家，CEA升高一定
要重视，CEA高于正常值，又无
明显的消化道疾病、无吸烟史
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做CT、B
超、肠镜、胃镜等检查，以明确
诊断。

总之，我们要知道目前肿
瘤标志物在临床上主要用于肿
瘤的筛查和肿瘤患者的复查、
肿瘤发展程度及预后的判断、
肿瘤治疗效果观察和评价等。
肿瘤标志物进行性升高的意义
比较大，提倡肿瘤标志物联合
检测，但不建议用于健康人体
检。肿瘤标志物只能作为辅助
诊断肿瘤的指标之一，在没有
明确病理组织学诊断前，千万
不要因为见到某项指标轻度升
高就认定患了癌症，甚至进行
抗肿瘤治疗，这样会造成不必
要的伤害和损失，应当提高警
惕，做进一步的检查和观察。
青海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阿祥仁

肿瘤标志物升高一定是癌症吗

医学 动态

11 月 20 日是第五个“心梗救
治日”，由中国科协、中国医师学
会等部门共同主办的主题为“牢
记两个 120，心梗时刻能救命”的
科普宣传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
开。当日，青海省红十字医院胸
痛中心、心内科等科室的专家向
到场患者讲解了急性心肌梗死的

相关知识并答疑解惑，医护人员
还为到场患者免费检测心电图、
血糖、血压，并开展科普讲座和发
放心梗宣传资料等服务，义诊活
动得到患者高度评价。图为专家
向患者讲解急性心肌梗死的相关
知识。

本报记者 范旭光摄

医生提醒

有问必答

小验方

风湿病喝
川芎二活茶

血液灌流
是干什么的

天气转凉，很多风湿病患者症状开
始加重。介绍一款“川芎二活茶”，可胜
湿止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风湿、类风
湿性关节炎与颈椎病肢体麻木疼痛。

取川芎、羌活、独活、薏仁各5克，蜂
蜜适量，放入茶杯内，冲入沸水，浸泡
15～20 分钟即可饮用，每日两剂。“二
活”是羌活、独活的统称，常用于治疗风
湿骨痛、关节酸痛、肢体重着等病症。
羌活气味强烈，辛散苦燥、性升浮，有较
强的散寒解表之功，又能驱除肌肤间风
湿，故能治疗风寒表证、风寒湿痹。羌
活发散作用强，能上达头顶，长于治疗
上半身痹证。独活味辛苦，性温，辛能
祛风，苦能燥湿，温能散寒，故有祛风解
表、除湿散寒的功效。《本草正义》记载
其“为祛风除湿通络之主药”。独活性
善下行，长于治疗下半身痹证。需注
意，二者苦温燥烈，易化燥伤阴，热病、
血虚、阴亏者不宜服用；本品用量过大
易伤胃气而致呕吐，所以脾胃虚弱者也
要慎用。 胡献国

读者钱先生问：最近有个同事去医
院做了血液灌流，听说当时挺惊险，请
问血液灌流是种什么治疗？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肾内二科
主任张益民解答：在抢救药物和毒物中
毒方面，血液灌流治疗有着得天独厚的
效果，属于一种血液净化技术。其工作
原理是将患者的血液引入装有固态吸
附剂的灌流器中，通过吸附作用，清除
血液中靠透析无法彻底清除的毒素、药
物或代谢废物。另外，血液灌流还能清
除许多与尿毒症有关的物质，如肌酐、
尿酸等，因此也常与血液透析联合应用
于治疗急、慢性肾衰竭。

张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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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医问诊

年过九旬的张奶奶，最
近几年一直受到脑鸣的困
扰。最早是睡觉后能听到脑
袋左侧有很小的吱吱声，后
来变为睡觉醒来就感觉整个
脑袋都有嗡嗡声，不胜其烦。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管
得宁解释到，类似张奶奶的
情况临床上并不鲜见。脑鸣
的主要表现是自觉脑内有各

种各样的声音，如流水声、嗡
嗡声、鸟鸣声、虫鸣声、火车
声等，有时会与耳鸣同时存
在，任何年龄均可发病，但以
40～70岁女性居多。严格来
说，脑鸣不是病，而是一种症
状，与两类主要疾病有关。

器质性疾病主要包括：
脑部疾病如脑肿瘤、炎症、变
性、脑萎缩等；全身性疾病如
高血压、低血压、贫血、肾病

等；其它原因如某些药物的
使用亦可引起脑鸣。功能性
疾病或心身疾病，如长期紧
张、焦虑、工作压力大等也可
造成脑鸣。老年人的脑鸣，
多是由于脑动脉硬化等疾病
所致，可伴随头晕、记忆下降
等表现，特别是在用脑过多
及劳累时发生；部分老人因
紧张、压力等精神因素引起，
可伴有颈部僵硬不适，或肩

背部不适感。
由于病因不同，在缓解

脑鸣前首先应检查是否有器
质性病变，再考虑器质性病
变是否与脑鸣相关。如果相
关，通过对器质性病变治疗，
脑鸣也会减轻或消失；若不
相关或无器质性病变，建议
患者通过放松心情、增加体
育锻炼等方式尝试改善。

据《生命时报》

用药指南

维E胶丸
吃一月停一周
维生素 E 是生育酚类化合物的总

称，又称“生育酚”，临床上主要用于治
疗习惯性流产、不孕症。维生素 E还是
一种极好的天然抗氧化剂，能对抗体内
自由基的过氧化作用，可抗衰老、保护
皮肤；亦可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
治疗。正因如此，维生素 E被广泛使用
于保健食品、护肤化妆品、加工肉类、工
业油脂等领域。

但不容忽视的是，其具有的抗衰
老、抗氧化功能等，使得口服维生素E的
人越来越多。许多人认为它既然可以

“抗衰老、保护皮肤”，长期服用一定会
多多益善。实际上，在具体的应用上，
维生素E决不是越多越好。维生素E虽
然是一类维持人体正常代谢和生理机
能不可缺少的物质，但根据临床实践和
文献资料显示，如果使用不当或者长期
服用维生素 E（每日用量 400~800 毫
克），可引起视力模糊、乳腺肿大、腹泻、
头晕、流感样综合征、头痛、恶心及胃痉
挛、乏力等症状。超量服用维生素E（每
日量大于800毫克），可能增加服用者的
出血倾向，改变内分泌代谢（甲状腺、垂
体和肾上腺）和免疫机制，影响性功能，
并有导致血栓性静脉炎或栓塞的危险。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切莫将维生素
E当作“补药”而长期超量服用。如需长
期服用，建议每用药一个月，就停用一
周，之后再继续服用，这样可有效避免
药物在体内蓄积引起不良反应的发
生。 杨科

脑鸣是怎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