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临床合作，发展肿瘤治疗新技术
—记靶向乳酸治疗肝癌新技术的发现历程

癌症是人类健康和生命的最大威胁之一，虽然已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花费了成千上万亿的
经费，但常见癌症如肝癌、胰腺癌等的疗效仍然非常不理想，急需突破。

肿瘤治疗的疗效不佳是因为缺乏机制的突破。实体肿瘤生长依赖葡萄糖，然而由于肿瘤血管
结构和功能紊乱，实体肿瘤内常处于葡萄糖剥夺状态。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即实体
肿瘤在葡萄糖剥夺条件下如何存活和生长。胡汛教授研究组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了肿瘤生长和
生存的一个新机制，发现肿瘤细胞内外的乳酸阴离子和氢离子存在协同作用：氢离子抑制糖酵解
酶，大大降低糖酵解速率，导致乳酸分解的降低；乳酸阴离子浓度升高，使得乳酸脱氢酶催化的反
应趋于平衡；两者共同作用，使得肿瘤细胞不将葡萄糖转化为乳酸，从而非常节约而有效地利用
葡萄糖，赋予肿瘤细胞在有限的葡萄糖供应时仍能生长和分裂；在葡萄糖剥夺时，只要这两个因
子共同存在，细胞即转入一种“休眠”状态，激活可控的自噬，抑制细胞凋亡；当供给葡萄糖时，这
种“休眠”细胞则进入细胞周期，进行快速分裂。因此，去掉乳酸阴离子和氢离子中的任何一个就
可破坏这两个因子的协同作用，从而杀死葡萄糖缺乏或剥夺状态下的肿瘤细胞及组织。这既是一
个肿瘤发生、生存、发展的新机制，也是肿瘤治疗的新思路，研究成果发表于 Journal of Pathology
上。本报第 21期（2013年 6月）曾报道过此项成果。

基础研究的原理最终需要临床验证。晁明主任医师的临床治疗团队和胡汛教授的基础研究
团队用原发性肝细胞肝癌作为模型来验证这个新机制。大多数原发性肝细胞肝癌病人被初诊时
已是中晚期，不适合手术、消融或肝移植，推荐的方法是传统的动脉化疗栓塞术，简称 cTACE。综

合国内外报道，cTACE治疗的平均客观反应率为 35%（16%-61%）。同时，cTACE对大肝癌的疗
效不好，原因是即使肿瘤滋养动脉被彻底栓塞，癌内的乳酸阴离子和氢离子仍可协同保护肿瘤细
胞，并重新建立血管来获取营养。可以设想，破坏乳酸阴离子和氢离子的协同作用，就可快速杀死
被栓塞的肿瘤，有希望突破大肝癌的治疗瓶颈。为此，两个团队密切合作，基于转化医学理念制定
了靶向肿瘤内乳酸阴离子和氢离子的 TACE方案，简称 TILA-TACE，并进行一个非随机对照和
一个随机对照研究。非随机对照研究有 27例病人接受 cTACE治疗，根据欧洲肝病研究学会的评
价标准，所观察到的肿瘤客观反应率为 44%；30例病人接受 TILA-TACE治疗，客观反应率为
100%。随机对照研究中，接受 TILA-TACE的 10例病人的肿瘤客观反应率为 100%，接受 cTACE
的 10例病人的肿瘤客观反应率为 64%（注：其中一个病人有两个大肝癌，肿瘤的客观反应率按肿
瘤数计算）；在非随机和随机对照研究中，TILA-TACE的肿瘤平均残留率均为 cTACE组的 1/6。

总体上看，TILA-TACE突破了大肝癌的治疗瓶颈，改善了病人的肝功能，提高了病人的生
存质量和生存时间。该研究成果于今年 8月 2日在 eLife上发表。

两个团队通过基础与临床的合作，做了一个从源头创新到临床验证和转化的较系统的工作，
走过了最关键和最艰苦的阶段。根据国际惯例，这样的技术要进行推广并造福更多的病人，需要
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全球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常见肿瘤
分别居第六位和第三位，而全世界超过一半的新发病例在我国。因此，快速证实并推广这种新的
治疗技术对我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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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喜获多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近年来，为提升医学教育教学质量，医学院进行了

一系列改革与创新，在人才培养体系与模式、课程体系
与教学模式、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国际化等方面取得了
重大进展，呈现了鲜明的浙大特色。学院成为人社部批
准的全国首家临床医学博士后试点单位，初步建成院校
教育和毕业后教育一体化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依

托“国家试点学院”，构建生物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不断探索和完善独具特色的“八年一贯 两段完整”
的“4+4”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培养模式；实践了包括基
础医学整合课程、以人体系统为基础多学科全面整合的
模块化课程等在内的全面的临床医学课程体系改革；创
新了“见习医生制（Clerkship）”临床教学模式；获批教育

部“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考试中心”等
平台。
经过多年积累并全面梳理医学教育教学改革亮点，学

院培育、积聚了一批重大教学成果。近日，浙江省教育厅
发文公布了第八届省级教学成果奖评审结果，医学院喜
获丰收，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2 项。

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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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亮点研究

项目名称：临床医学课程体系的全面改革、实施及成效

项目负责人院
罗建红，浙江大学

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
导师，浙江大学副校
长。任国家卫计委医学
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筹）主任、浙江大学神
经科学研究所所长、中
国神经科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理事、《解剖学报》副主
编、Neuroscience Bul-

letin 常务编委，主编或参与编写学术专著或教材共 8
本。
项目简介院
从 2000年起，项目组对临床医学课程体系进行

了“分步实施、融合贯通”的“三阶段”课程体系改革
调整计划，先后进行了基于培养阶段的“临床前课程
整合”（基础医学课程整合改革）、“临床课程改革”
（“见习医生制 Clerkship”教学模式改革），及基于基
础与临床课程内容全面整合的“模块化课程改革”
（贯通基础和临床、多学科整合的全面课程改革）。

临床医学课程体系改革在教育部“卓越医生教

育培养计划试点项目”、“临床医学专业综合改革项
目”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等项目支持下，
在临床医学专业中全面实施，明显提高了临床医学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多年来，我校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在国家执业医师考试中的成绩位于国内医学院校前
列，同时带动和促进了临床医学专业整个人才培养
体系的改革和资源条件建设的发展，获批“国家试点
学院”、教育部“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在
中国工程院“卓越系列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情况中期
评估”报告工作中被引为典型案例并把我校的“新颖
整合课程”和“临床实践创新”作为亮点提出。项目组
还出版了国内首套基础医学整合教材和人民卫生出
版社“十二五”规划器官系统整合教材、首套生物医
学 PBL教学案例集，相关成果论文发表在国际医学
教育刊物 Academic Medicine 和 Medical Teacher
上，并被“欧洲医学教育学会指南（AMEE Guide）”引
用。项目创新点：（1）首创了贯通基础和临床、多学科
整合的临床医学专业课程体系；（2）首创了临床前和
临床课程体系的分阶段改革和实施模式；（3）构建了
全方位的支撑平台，为实施课程体系的学习方法改
革、提高学习效果提供保障，并被“欧洲医学教育学
会指南（AMEE Guide）”引用。

项目负责人院
蔡秀军，

“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主
任医师、博士
生导师，浙江
大学医学院
附属邵逸夫
医院院长，浙
江省全科医
学技术指导
中心主 任。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浙
江省首批特级专家、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创新奖、浙
江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获得者。获国家
技术发明、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教育部科
技进步一等奖 1项，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3项。
项目简介院

在国内三甲医院率先建立全科医学科
的基础上，该项目精心开展学科建设，打造
高质量全科专职师资队伍，按国际标准进行

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改革了国家培训大
纲，形成了确保全科医学专业方向的高品质
全科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为推进我国全科医
师规范化培训教学模式的改革发挥了示范
作用，为国家培养了“用得好、下得去、留得
住”的全科医学优秀人才。

主要创新点：（1）成功探索了“医教协
同”、“三位一体”的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新体
系；（2）建立了“垂直分层门诊教学”、“反思
性教学”新模式；（3）首创了H-C“综合性医院
与社区实践基地一体化”教学、管理协作机制。
成果得到了国家卫计委、教育部的高度

肯定，多次应邀作为唯一报告人在国家层面
进行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经验介绍。主编了第
一部卫生部全科医师培训规划教材，所培养
的全科医师毕业后在社区医疗服务中起到
典范作用，并获得中国医师协会授予的“中
国十佳优秀青年全科医生”称号。取得的成
果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推广及示范应
用，产生了广泛的辐射效应，已接受不同国
家的医学生、住院医师的全科实习和培训，
赢得了国际影响力。

项目名称：医教协同创建卓越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新体系

渊下转第 2版冤

编者按院基础临床融合尧医工信结合是当前我校医学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重要抓手袁不仅创办了浙江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尧正在建设浙江大学医学中心袁而且将在附属医院布局
医学创新中心遥 为更好地发挥学校学科齐全的优势袁加快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创新技术的转化袁本报特别邀请胡汛教授和晁明主任医师撰写了本文袁供大家参考尧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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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版冤

项目名称：协同创新机制下的感染病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项目负责人院
李兰娟，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生物与医学学部主
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微生态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
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国际人类微生物组联盟主席。创建了独特有效
的人工肝支持系统，治疗重型肝炎获重大突破；首次提出感染微生态学理论，为感
染防治提供了崭新的思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省部级科技
进步一等奖 6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23项，在 Nature、The Lancet、The New Eng-
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等期刊发表论文 200余篇。负责的传染病学课程入选国
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主编国家规划教材《传染病学》（五年制、八
年制、研究生）及我国首部《感染病学》电子书包。

项目简介院
成功组建我国首家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打造跨学科师资团队，实施

双导师制，定期选拔优秀研究生到香港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
国外一流单位进行交叉学习；充分融合“三校一中心”的研究生课程，连续主编并创
新研究生规划教材《感染病学》，开辟在线课堂，开展互联网教学；出台强有力的研
究生激励政策。成果创新点：（1）创建独特有效的研究生联合培养机制，实现了研
究生的跨学科培养及国际培养；（2）创新了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及学习方法；（3）形成
了青年拔尖人才持续产出的长效机制。

该项目开展以来，组成了紧密稳定的多学科导师团队，形成了研究生教学紧密
合作常态化机制。研究生培养数量呈几何式增长，拔尖创新型研究生脱颖而出。该
项目为培养我国感染性疾病诊治交叉型人才和复合创新型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项目负责人院
谢幸，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曾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现为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
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妇产
科学》负责人，国家级规划教材《妇产科学》第 8版和数字教材主编。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2项，省部级奖励 5项。
项目简介院

该项目以需求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立体化教材建设为抓手，医教协同，推
动《妇产科学》课程和教学方法改革，除规划教材、数字教材、配套教材外，提供《妇
产科学》国家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共享资源课程等数字化、富媒体的网络在线服
务。开展了信息技术支持下同时异地协作式教学和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的教学新
模式，实现“课堂讲授与网上自学相结合，理论分析与案例讨论相结合，及时消化与

随堂考试相匹配”，为我国千百万医学生的妇产科学学习、培养和成才提供了专业
的教材基础和立体化教学的成功样例。项目创新点体现在：（1）教材编写以需求为
导向，以学生为中心，是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妇产科学》本科教学首选教材，发行量
达 77万册；（2）首次主编了国家级“十二五”《妇产科学》“干细胞”数字教材；（3）首
次实现了主编《妇产科学》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和主持《妇产科学》国家精品资源共
享课程数字化资源的整合建设和交叉共享；（4）有效提高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妇产科学》学科成绩（4.87%-14.41%），被誉为“临床实践的权威指南、司法的有效
依据”。

代表性成果《妇产科学》第 8版自 2013年 3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历届《妇产科
学》教材和“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医学本科国家级系列规划教材（第八轮共 53种）
中发行量均位居第一，是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首选参考教材，2014年全国妇
幼健康技能竞赛和 2014-2016年连续三届全国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的指定教材。

项目名称：以需求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妇产科学》立体化教材建设（教材）

项目负责人院
王建安，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心脏

中心主任。全国“白求恩”奖章、吴阶平医药创新奖、浙江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获得
者，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973)首席科学家，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浙江省特级专家。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学会心血管
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副总编辑、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
CLA）里根医学中心客座教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省科学技术奖 3项、国
家发明专利 9项。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内科学》（长学制）、《心血管系统疾病》，全国
高等教育医学数字化规划教材《临床技能学》。
项目简介院

该项目通过建立国际联合教学基地、实行“以系统为中心、以疾病为导向”的临
床人才培养模式、实施基于医学生临床能力的监管机制，探索医学人文渗透式教学
进行教学改革的创新，以达到培养集“专业、能力、视野和人文”于一体的现代医学人
才的目的。项目创新性体现在：（1）深度融合国际经验与本土实际，以临床教学团队

建设为主体，联合国际医学教学机构，引进国际名师，共建联合教学基地，成为国内
唯一获美国 ACGME认可的国际化医师临床培训基地，推动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创
新实践；（2）突破传统对医学生临床能力的概念性描述，对医学生的临床能力要求及
监管内涵进行明确定义；（3）多种模式齐下，实现四个结合（基础知识与临床知识、医
学知识与人文精神、临床服务与学术研究、临床监管与临床能力），破解临床医学人
才培养难题。

通过该项目的建设，师生获益面广，能力提升显著。参与教改的本科生人数累计
达 2304人，临床出国交流教师达 2183人次，引进外籍教师 98人，住院医师年度考
核合格率逐年提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教学成果全面开花，受到多方认可，包括
孕育一批教学名师、教学技能竞赛获奖、多位教师被境外教学机构聘为兼职教授、主
编或参编全国规划教材 90余部等。教学模式全国推广应用，社会综合效益突出。每
年接收近 200家海内外医院来访参观，通过远程平台，将《华盛顿医学诊疗手册》培
训课程、晨间学术大查房（Grand Round）、手术转播等内容辐射至省内外 198家协
作医院，教学模式以及成果向 9家合作分院复制、推广，惠及全国多省。

项目名称：国际本土深度融合，能力为导向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改革实践

项目负责人院
郑树森，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曾任教育部高等学校

临床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院长，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卫生部多器官
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临床医学 II
组）召集人、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等职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5项。郑树森院士领衔的外科学团队获国家级教学团
队、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等荣誉，主讲国家级视频公开课，主编
国家级规划教材《外科学》（五年制、八年制）、《外科学进展》以及《外科学》电子书
包。
项目简介院

郑树森院士团队经过近 25年的努力，结合外科学教学实践，以人才培养为中

心，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以问题教学为抓手，强化临床带教，逐步创建了能适应世界
一流大学医学中心建设的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外科学教学及人才培养体系。

该项目通过顶层设计，集成创新，探索出一种集教学、临床、科研和学科建设深
度融合和协同发展的外科学教育创新模式；创新性地归纳出胜任力培养的 9种核
心能力，采用多途径、全过程及国际化培养等多种手段，以器官移植及外科学学科
建设为依托，培养了一支具有卓越临床教学胜任力的教师团队。注重以国际标准为
参照进行外科学学科建设及培训基地建设；围绕临床胜任力，在外科学临床教学模
式方面进行创新，师生互动，通过“转化式学习 -临床胜任力提高 -转化式学习 -
临床胜任力提高”这一螺旋式上升的正反馈而熟练掌握这一新模式。项目组在
2008年获得国家级外科学教学团队的基础上，201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
奖。该项目部分理论研究成果写入人民卫生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全国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通识教材》，供国内其他院校参考和借鉴。

项目名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医学中心背景下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外科学教学及人才培养体系

项目名称：生物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项目负责人院
欧阳宏伟，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现任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院长、医学院副院
长、基础医学系主任。兼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分会侯任
主任委员、人卫版《系统解剖学》副主编、Biomaterials编委。在国内率先开展组织工
程技术临床转化，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项目简介院

该项目针对生物医学领域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及目前高校基础医学专业吸引
生源不佳的局面，以国家试点学院综合改革项目建设为契机，2012年在国内首设
生物医学本科专业（纳入竺可桢学院求是科学班）。通过优化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各
个环节，包括优化专业设置、改革人才选拔方式、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建设高质量核

心课程、建立新颖导师制，创新生物医学人才选拔、教学和人文培养模式。通过整
合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以探究式、小班化、个性化教学，显著提升了学生创新思
维和自主学习能力。通过与英国爱丁堡大学实行“3+1”（3年在浙江大学，1年在爱
丁堡大学，获得浙大本科和爱大硕士学位）本硕一体化联合培养，以及欧美亚全球
视野浸染的培养方式（欧美名校训练和港大联合夏令营），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
培养“知识、能力、视野、人文”四层次兼备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物医学复合型人才。

该项目是应对新形势下基础医学教育的机遇和挑战，开展的医学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的全新探索。该项目的实施，促成了基础医学生源质量的飞跃，显著提
升了人才培养的质量，第一届毕业生被哈佛大学、麻省理工等顶尖高校的 PhD项
目录取，国际一流名校博士录取率达 60%。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受到教育部的表
彰，并为高校医学院及其他专业学院的建设提供了借鉴经验。



李晓明研究组揭示
瑞特综合征的胆碱能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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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的主要成果：
发现脂质小分子 Resolvins, Neuroprotectins 具

有强大的镇痛作用并阐明了其作用机制；揭示了
miRNA和 Toll 样受体 7（TLR7）在介导疼痛和瘙痒
感觉中的独特作用及其机制；发现通过 Toll样受体 5
（TLR5）可以特异性地阻断 Aβ纤维并且抑制神经
病理性疼痛。发表论文 27篇，包括 Nature Medicine、

Nature Neuroscience、Cell、Neuron等期刊；参与撰写
综述论文 4 篇，发表在 Nature Reviews Drug Dis-
covery、Trends in Neurosciences等期刊。论文已被引
1000余次。在美工作期间，先后获“哈佛华人生命科
学年度杰出研究奖”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探索与
发展研究基金奖”。

◎姓名：徐贞仲

研究方向：
疼痛和瘙痒等感觉信号的细胞分子机制；急性痛转变为慢性痛的病理

机制；探索新的镇痛靶点和慢性痛干预方法。
主要学习和工作经历：

2006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先后任美国哈佛大学
医学院博士后和讲师、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助理教授。2015年入选国家“青年
千人计划”与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目前被聘为浙江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已取得的主要成果：
首次用单颗粒冷冻电镜技术重构出生物大分子复

合体的原子结构，确定了单颗粒冷冻电镜作为第三种
重构生物大分子原子结构的技术；应用冷冻电镜原位
重构策略揭示了双链 RNA 病毒基因组片段的空间组
织方式及其核酸多聚酶调控的分子机理；揭示双链

RNA 病毒入侵细胞过程中，受体结合蛋白和穿膜蛋白
协同完成穿膜过程的分子机理。共发表 SCI 论文 22
篇，其中 10 篇为第一作者。总引次数为 1403，单篇最高
引次数为 275。论文发表在 Nature、Cell、Nature Struc-
tural & Molecular Biology等期刊，其中有 4 篇第一作
者文章被 Faculty of 1000 推荐。

◎姓名：张兴

研究方向：
应用单颗粒冷冻电镜技术研究病毒、膜蛋白等生物大分子复合体的结构

和功能，为药物设计、改进提供结构信息和靶点。
主要学习工作经历：

2005 年博士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之后在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加州大学从
事博士后研究。2010-2015年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镜中心技术主任。2016
年 3月被聘为浙江大学医学院生物冷冻电镜平台教授、博士生导师。

已取得的主要成果：

原发性高血压，尤其是顽固性高血压，与持续升高
的交感神经活性有紧密的联系。小胶质细胞来源的神
经炎症伴随着高血压的进展而上升。结合整体生理与
神经免疫的研究方法，对小胶质细胞在高血压中的激
活状态进行分析、干预，从而揭示其在这一病理过程中

的作用。其成果已在 Hypertension、Circulation Re-
search、The FASEB Journal等心血管期刊发表。作为 PI
承担了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美国心脏协会）的
课题研究，研究血管紧张素 2在下丘脑造成的炎症机
理。

◎姓名：史鹏

研究方向：
神经源性高血压的发病机制；小胶质细胞来源的神经炎症在高血压中的

作用。
主要学习工作经历：

2007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医学中心。2007－2011
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11－2012年在美国佛罗里
达大学任助理教。2012－2016年被聘为 Cedars Sinai 医学中心（美国西达赛
奈医学中心）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并组建独立实验室。 2016年入选浙江
大学“百人计划”，并加入浙江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被聘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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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梅、胡海岚获中国青年科技奖
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正式公布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名单，医学院教授田梅和求是高等研究院 /医学院双聘教

授胡海岚入选。中国青年科技奖是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共同设立并组织实施，面向全国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奖项。旨在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
前沿的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表彰奖励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中作出突出成就的青年科技人才。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获奖人数不超过 100名。

胡海岚袁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
神经科学中心执行主任。

在社会行为和情感的神经基础等脑科学前沿方向做出多项世界领
先的原创性工作。2011、2013年，胡海岚教授团队先后两次在 Science
发表论文，分别揭示社会等级行为的神经调控机制和抑郁症的分子机
制。2014年，在 Nature Neuroscience发表情绪效价编码的工作。2015
年，胡海岚受期刊 Trends in Neuroscience和 Annual Review in Neu-
roscience邀请撰写综述。胡海岚教授被 CCTV评为 2013年度科技创
新人物，并荣获 2015年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田梅袁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滨江院区副院长、浙江省医学分子影像重点实验室
主任。

主要从事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分子影像的疾病诊治的基础研究与临
床应用，特别是多模式医学分子影像、干细胞及 T淋巴细胞治疗的分
子 -基因影像示踪等研究。田梅教授率领团队创新建立了系列新型分
子影像技术和方法，重点开展了基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技术的脑疾
病和脑功能临床与基础研究、脑机融合、恶性肿瘤的分子影像精准诊
治，为重大疾病的预警预防、早诊早治、准确评估提供了重要支撑。曾获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012）等。

●

瑞特综合征( Rett syndrome RTT ),发病率
在 1/10000到 1/15000之间，是一种基因突变导
致的神经神经系统发育异常性疾病。李晓明研究
组最新发现，位于大脑海马区的α7乙酰胆碱受
体可能是治疗瑞特综合征的潜在靶点。相关论文
以“Loss of MeCP2 in cholinergic neurons causes
part of RTT-like phenotypes via α7 receptor
in hippocampus”为题发表在 Cell Research。
研究人员在胆碱能系统中敲除瑞特综合征的

致病基因，结果发现，基因敲除小鼠的社交能力与
正常小鼠相比明显降低，同时，转基因小鼠患癫痫
的风险显著增加。研究发现，转基因小鼠的海马中
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表达降低。该现象提示，如果
用特异性的药物去刺激剩下的烟碱型乙酰胆碱受
体，可能改善转基因小鼠相关的行为。

尼古丁，俗名烟碱，是一种存在于茄科植物中
的生物碱。研究组尝试在小鼠的大脑的海马区注
射尼古丁，通过相关行为学检测发现，转基因小鼠
的社会交往能力渐渐恢复了。该研究首次发现胆
碱能系统在瑞特综合征发病中的作用，发现了相
应的分子靶点，为瑞特综合征以及相关神经精神
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依据。
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博士生张颖和曹淑霞，通

讯作者是李晓明教授。该研究受到了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
研究计划项目的资助。

亮点论文

近日，王迪研究组的一项研究报道了胆酸通
过抑制 NLRP3炎症小体的活化，从而改善炎症性
疾病的病理发展，并揭示了一种通过磷酸化和泛
素化协同调控NLRP3蛋白功能的分子机制。该成
果在 Immunity上在线发表。

胆酸作为胆汁的关键组份长期以来一直被认
为是重要的代谢调节物，在脂类代谢中发挥重要
作用。然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显示：
胆酸还发挥着重要的激素调节作用，可以通过激
活多种受体发挥复杂的生理和病理调控作用。
研究组通过构建动物疾病模型结合细胞生物

学和生物化学实验手段，揭示了胆酸可以通过抑
制 NLRP3炎症小体从而改善炎症性疾病的病理
发生，包括脓毒症、腹腔炎以及二型糖尿病等。进
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胆酸通过 TGR5受体激活
PKA激酶进而直接将 NLRP3 291位点的丝氨酸
磷酸化，并导致NLRP3的泛素化。随后的功能实
验证实这两种 PKA引起的 NLRP3蛋白翻译后修
饰在抑制 NLRP3炎症小体活化过程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同时该分子机制也被证实有可能参与到
某些 NLRP3炎症小体过度活化导致的炎症性疾
病的发病机制当中。

该论文由博士生郭传生、解淑钧、池哲勖作为
共同第一作者完成。该研究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的资助。

王迪研究组揭示胆酸调控
炎症性疾病的新机制



附属一院血液病学科是
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学
术传统，集医疗、教学、科研
全面发展的学科。该学科由
我国著名血液病学家郁知非
教授创建于 50年代初，先后
有林修基、汤德骥、周思文、
林茂芳等教授为学科发展作
出重大贡献。1981年，血液病
学科成为国务院首批博士学
位授予点。

该学科极其重视基础研
究与临床研究紧密结合，注
意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
和临床诊疗技术的结合。经
过数六十多年的发展，血液
病学科现有 9个病区，并成
立了白血病淋巴瘤中心、血
友病中心、MDS 诊治中心、
老年白血病中心、骨髓移植
中心、多发性骨髓瘤中心 6
个亚专科。拥有血液病研究
所、骨髓室，能独立开展骨髓
细胞形态学、流式细胞学、融
合基因检测、癌基因突变检
测、FISH检测等项目。

骨髓移植中心是集临
床、科研和教学为一体的团
队。中心自 1993年起开展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已成
为中华骨髓库（CMDP）、台
湾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美
国 国 立 骨 髓 登 记 中 心
（NMDP）指定的造血干细胞
移植中心。中心与中华骨髓
库、台湾慈济骨髓干细胞中
心密切合作，迄今已开展的
非亲缘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例数居全国前列。
中心的规模和设备已达国内先进水平，是国内规
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骨髓移植中心之一，享
有较高知名度。

在黄河教授的带领下，骨髓移植中心承担
973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等国家级项目 30余项，在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基
础及临床应用的研究、端粒调控蛋白的研究、恶
性血液病生物学特性和治疗机理的研究、间充质
干细胞基础及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研究成果在 Blood 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300
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11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2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省科技
进步一、二、三等奖各 3项，省医药卫生科技创新
奖 8项。

在金洁教授的带领下，血液科专科排名位列
全国前五，被评为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浙江省
医学重点学科、浙江省科技创新团队、浙江省血
液肿瘤（诊治）重点实验室、国家中药药理（血液
病）三级实验室等。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63计划重大项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卫生部行业基金等课题，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1项，省级科技进步奖 7项。

为
﹃
血
癌
﹄
患
者
找
到
生
的
希
望

︱
︱︱
附
属
一
院
血
液
科
科
研
创
新
推
动
医
学
发
展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塘路 866号浙江大学医学院 310058 电话：0571-88208025 E-mail:rensangsang@zju.edu.cn http://www.cmm.zju.edu.cn/chinese/

42016年 11月 21日 星期一

2014
年 9 月 11
日，达·芬
奇机器人
在附属一
院装机成
功，郑树森
院士主刀
首例机器
人手术，开
启了浙江
的外科手
术机器人

时代。肝胆外科、泌尿外科、胸外科、妇科等的手术患者，享受到
了超精细微创手术带来的福音。

两年多来，附属一院的机器人手术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据全
球统计显示，2015年，附属一院雄踞全球单台机器人手术量的榜
首，全年手术量达到 836台，平均每天完成了 2.3台，是全球最忙

的机器人。
肝胆外科的肝癌切除，胰腺癌切除等要求极高的精准手术，

应用达芬奇机器人之后可谓如虎添翼。近日，附属一院王伟林院
长完成达芬奇机器人右肝 V段肿瘤切除手术，术中几乎零出血。

患者 70岁的王大伯，有 35年的喝老酒习惯。今年 5月底，到
医院体检发现肝脏“肿块”。一系列检查后，确诊为肝癌。慕名找
到附属一院院长、肝胆胰专家王伟林教授看病。肿块在右肝贴近
胆囊的位置，紧贴大血管，一般的传统手术，需要进行开腹，开腹
手术创伤大、疼痛明显、术中出血多、术后恢复慢。全家人都担心
他吃不消这样的开腹手术。这时，王伟林院长想到了达芬奇机器
人，可以在减少手术创伤的同时，使手术更加精细化，精准化。手
术中，王伟林院长灵活的控制着机器人的机械手臂，轻巧地切除
胆囊，再精准地切除肿瘤。

前列腺癌患者许先生经机器人灵巧的“手”，不仅术后能保
留小便的尿控功能，更重要的是，他没因这场手术失去性功能，
机器人为他保留了细如发丝的性神经。还有一位 48岁的女性患
者，体检发现肾肿瘤，比乒乓球还要大。患者从国外特意回国，慕
名来附属一院就医，强烈要求肿瘤切除的同时保留部分肾脏。肿

瘤紧贴肾脏血管，一不小心就会大出血，这种极其复杂精细的手
术，最后通过机器人手术实现。另外，妇科专家应用机器人完成
多例高难度手术，其中一位 200斤重的胖大嫂，遍寻各大医院，最
后在附属一院成功切除妇科肿瘤。

自“达芬奇”进驻医院以来，附属一院肝胆胰外科完成了大量
高难度的手术，包括腹部外科中最复杂的手术，如胰十二指肠切
除术、胰体尾切除术、肝癌切除术等，充分体现了医院肝胆胰外
科雄厚的技术积淀和面向未来的超前视觉；普胸外科完成了 178
台机器人手术，在全国排名前列，免除了传统胸外手术需要锯开
胸骨或剪断肋骨的痛苦，为肺癌、纵隔肿瘤、食管癌的患者带来
了更精准更微创的手术体验；泌尿外科率先开展经腹膜外途径
的机器人手术，避免了腹腔侵扰，创造性地使用前列腺侧入路径，
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患者的性神经，完成了全世界第一例机器人辅
助下经腹膜外侧入路径前列腺癌根治术、机器人辅助下左肾静脉
移位术、机器人辅助下前列腺肉瘤切除术等等复杂手术。2015
年，泌尿外科单台手术量完成 551台，创下了全国第一，而且该科
室完成 1000例机器人手术用时全国最短，仅 22个月。

附属一院“达芬奇”开启浙江外科机器人时代

附属一院肝胆胰外科是全国最大的肝胆
胰专科之一，高居 2015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
响力排行榜第二名。科室主任郑树森，中国工
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著名的
器官移植、多器官联合移植以及肝胆胰外科
专家。

科室获得的荣誉有：国家重点学科（普通
外科学，2007年），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普通外
科学、器官移植学、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研
究重点实验室）（2013年）；“外科学基地”被评
为为国家级临床医学特色专业教学基地
（2007年）；“外科学团队”荣获教育部长江学
者和创新团队（2007年）、国家级教学团队
（2008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1996

年、2008年）、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9
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13年）、国家科
技进步（创新团队）奖(2015年)。

肝胆胰外科技术力量雄厚，在肝脏肿瘤、
肝内外胆管结石、胰腺肿瘤、胰腺炎、门脉高
压症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有丰富的经验和
成熟的技术，在肝胆胰复杂疾病的高难度手
术及精细微创外科治疗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
位。开展肝胆胰疾病的所有常规手术及微创
治疗，复杂肝胆胰疾病的手术治疗，腹部疑难
疾病的多学科联合诊治、肝移植、肝肾联合移
植、胰肾联合移植等手术。年开展各类肝切除
术 700余例，各类胆道结石手术以及胰腺手
术上千余例，尤其是在复杂胆道手术和胰腺

手术的总体治疗例数和疗效在国内处于领先
水平。

附属一院肝胰移植中心开展全肝移植、
活体肝移植、小儿肝移植、减体积肝移植、劈
裂式肝移植、再次肝移植、多器官联合移植等
高难度移植术式，至今已完成肝移植手术
2000余例，手术成功率近 100％，良性终末期
肝病移植后 1年生存率达 91.4％，接轨世界水
平。中心完成的肝肾联合移植和胰肾联合移
植例数均居全国前茅。肝肾联合移植病人创
造并保持国内最长记录（17年余），胰肾联合
移植病人最长生存 18年。受者移植术后生活
质量良好，部分移植受者出征世界移植受者
运动会，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附属第一医院肝胆胰外科暨肝移植中心创新引领未来

附属一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依
托国家传染病学重点学科成立于 2007年，具
备雄厚的临床和科研综合实力，领衔我国传
染病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2013年，承担
国家卫计委临床重点专科建设。2014年，作为
牵头单位牵头联合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和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创建的感染性疾病诊治
协同创新中心成为医学领域唯一的一个国家
级协同创新中心。
针对临床危重症肝衰竭患者病死率高达

60%-80%的世界难题，实验室主任李兰娟院
士及其团队创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李氏
人工肝系统，显著提高了肝衰竭患者的生存
率。迄今，治疗患者 3000余例，8000余例次。

急性、亚急性重型肝炎治愈好转率由 21.1%显
著上升至 88.1%，慢性重型肝炎治愈好转率由
56.6%显著上升至 84.6%。同时，创建了李氏人
工肝联合肝移植治疗重症肝病的新方法，显
著降低MELD评分（终末期肝病模型），5年
生存率提到到 80%以上。相关技术广泛推广至
全国 30省市 300余家医疗单位，挽救了 10余
万患者生命。

微生态领域研究更是厚积薄发，建立了
世界上首个肝病肠道菌群基因集，建立了预
测疾病的模型，在《自然》发表题为《肝硬化中
肠道菌群的改变》的论著，对中国及全球的肝
病的卫生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2013年突如其来的 H7N9禽流感疫情暴

发后仅 20余天时间内，在患者救治、疫情控制
和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第一时间发
表于《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为全球
防治 H7N9禽流感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人类
H7N9禽流感防控做出了杰出贡献，并得到社
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实验室获国家科技进步（创新团队）奖 1
项、一等奖 2项和二等奖 2项，中华医学科技
一等奖 1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7项，在《柳叶
刀》等杂志发表 SCI论文 500余篇，其中 4篇
论文入选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论文，与 U-
CLA、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等知名院所建立了长
期合作关系，彰显了实验室国际领先的地位。

临床科研紧密结合 创新驱动前沿发展

附属一院肾脏病中心系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中心一直秉承以临床问题为核心开展科
研的理念，针对尿毒症患者长期生存率低下
的核心问题，在肾脏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
析三大技术领域进行了系统技术攻关。在制
约患者长期生存的 10项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
大突破，并形成了“终末期肾病一体化治疗”
的理念，进而开创了一体化治疗体系，研究成
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获了 2014年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并主编了全国第一部高等学
校临床医学专业“器官 -系统”整合规划教
材———《肾脏与泌尿系统疾病》。

中心累计救治终末期肾病患者上万例，
患者 10年生存率达到 82.2%，最长肾脏替代
治疗患者已存活 30余年。在国内率先建立了
肾移植联合供者特异性骨髓输注免疫诱导方

案，实现了中国首例肾移植后无免疫抑制剂长
期存活，据国家卫计委统计，中心连续多年肾
移植数量和数据登记质量位居全国第一。中
心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血液净化标准操作流程，
并主持制定了血液透析室质量控制国家标准，
研究成果成为制定国家标准的主要依据。中
心创建了腹膜透析分级网络管理体系，显著
降低了腹膜炎发生率，解决了农村地区尿毒症
患者就医难的实际问题，被国际专家们认为是
发展中国家腹膜透析管理体系的典范。

为进一步减少慢性肾脏病及尿毒症的发
生率，中心建立了慢性肾脏病一体化防控理
论和体系，开展了系列慢性肾脏病的流行病学
调查和防治工作，突破性地将肾移植免疫抑制
应用经验转化应用于慢性肾炎，显著提高了疗
效并降低了治疗副作用，研究成果被国际权威

肾脏病指南（KDIGO）用作制定依据，得到了
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中心将血液净化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于危
重病救治领域，取得显著疗效。并针对终末期
多器官衰竭患者，将移植技术从单器官移植走
向了多器官联合移植，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

学科带头人陈江华教授于 2012年被美国
肾脏基金会（NKF）授予国际卓越成就奖章，
2015年被评选为浙江省特级专家。目前担任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人工器官分会主任委
员、华东地区肾脏病协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
会肾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卫计委中国
肾移植数据登记系统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学会肾脏病移植
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

肾病患者的生命之光
———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创新技术书写学科新华章

———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责任与使命铸就辉煌

附属一院院长王伟林教授主刀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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