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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守望

长期贫血、发热和感染，白细胞
减少，常常是临床的疑难症，即使一些顶级
医院，
用常规的诊断方法也很难确诊。
基因诊断可以一举解决这些问题。尽管肿瘤治疗已经
研发了一些有效的靶向药物，但这些药物只针对有特定基因
突变的患者，而基因诊断则大大有利于医生的药物选择，节
约肿瘤患者医疗费用。
目前第二代基因检测技术已经开始应用到临床
一线，对血液病、肿瘤和免疫缺陷病的诊断
工作，
达到精准诊断。
采访人：
付东红
受访人：
朱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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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诊断，
了解越多越受益

目前的基因诊断技术，
不仅能够识别影响家庭甚至单一个人
的基因缺陷与遗传性疾病，
还能够对许多肿瘤、
白血病和一些体细
胞突变的免疫缺陷病，
做出疾病类型的精准诊断。
第一届血液、
肿瘤及免疫缺陷病致病基因临床检测研讨会日
前在京举行，
与会专家针对各种血液病的基因变异、
免疫缺陷病的
基因突变、
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的融合基因、
与肿瘤靶向治疗
药物相关的基因，
以及基因与临床疾病诊治的关系、
基因诊断病例
的经验报告等展开研讨。会议执行主席、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血液
病专家朱平教授接受了专访。
采访人：
首先请教朱平教授，
基因检测和基因诊断是一回事吗？
朱平：
基因检测是通过血液、
其他体液或细胞对DNA进行检测
的技术，
取被检测者脱落的口腔黏膜细胞或其他组织细胞，
扩增其
基因信息后，
通过特定设备对被检测者细胞中的DNA分子信息作检
测，
预知身体患疾病的风险，
分析它所含有的各种基因情况，
从而
使人们能了解自己的基因信息，
通过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
习惯，
避免或延缓疾病的发生。
某些受精卵（种质）或母体受到环境或遗传等的影响，
引起的下
一代基因组发生了有害改变，
产生了（体质）疾病，
为了有针对性地解
决和预防，
故需要通过实验室的基因诊断、
基因分析才能得到确认，
又称DNA诊断或分子诊断。用目前人类对基因组的认识和分子遗传
学数据，
检查分子结构水平和表达水平，
对普通遗传病或家族遗传病
做出的诊断，
这是基因诊断。
比如著名影星，
电影《古墓丽影》的女主角安吉丽娜·朱莉做基
因诊断后发现，
自己的基因中有容易发生乳腺癌的基因（BRCA1）。
她的母亲和外婆都发生乳腺癌，
母亲与乳腺癌斗争了近十年，
于56
岁时去世。朱莉知道自己通过遗传获得 BRCA1 基因，
因此患乳腺
癌和卵巢癌的几率要比较高（目前研究认为分别是 87%和 50%）。
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有过早失去妈妈的恐惧，
她决定采取主动，
降
低患病风险，
切除了乳腺和卵巢。不管这样极端的手段是否应当
效仿，
人们也不得不佩服她掌握自己命运的勇气。
采访人：
基因诊断能够为病人解决哪些问题？
朱平：
最近几年基因诊断技术有了飞速的进展，
采集很少的血
样，
就可以在试管里大量合成一个人的全套基因。尤其是这两年
发展的第二代基因序列测定的技术，
可以一举测定任何人的全部
基因。不仅能够识别影响家庭和个人的基因缺陷，
发现各种遗传
性疾病，
还能够对许多肿瘤、
白血病和一些体细胞突变的免疫缺陷
病做疾病类型的精准诊断。
采访人：
白血病是社会十分关注的疾病，
基因诊断对这种疾病
有什么益处？
朱平：
在白血病治疗中，
确定疾病的基因分类对治疗有无可比
拟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急性白血病中间的一种类型，
叫急性早幼粒细
胞白血病。20 年前，
这种白血病还是不治之症。我记忆最深的病
人，
是一个不到20岁的漂亮小女孩。这孩子头一天上班，
突然流鼻
血，
全办公室同事七八个人将她护送到医院，
以为鼻子填塞一下就
可以回去上班，
谁知一化验，
确诊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不到一周时
间就全身出血不止，
去世了。
现在，
这种白血病药物就可能治愈了。我国有几位医学家为
世界所有这种白血病的治疗做出了杰出贡献，
上海的王振义教授
发现的维甲酸和哈尔滨张亭栋教授发现的砒霜（三氧化二砷）治疗
有显著效果。他们都获得了我国的科学成就奖。现在有很多科学
家呼吁，
用中医以毒攻毒理念出发的中医张亭栋，
应当获得诺贝尔
医学奖。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朋友张鹏主任，
在许多医生对砒霜治疗白血病
将信将疑的时候，
他奔走呼吁并用大量确切的病例报告证实治疗效
果，
目前全世界都采用这种方法治疗。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治
疗之前，
需要确定白血病细胞是否有特殊的融合基因（PML/RARa），
如
果有，
用维甲酸、
砒霜就会有显著效果，
否则就多半治疗无效了。
基因诊断对其他白血病的治疗结果也有重要意义。如有AMP/
ETO 融合基因的急性白血病，
多数预后较好，
常规化疗可以取得较
好的效果，
通常不一定要做风险较大的骨髓干细胞移植。这些融
合基因是否还伴有另外的基因突变，
如FLT3基因突变，
可以进一步
对急性白血病的预后进行精准判断。
采访人：
提到基因，
总是使人想到遗传病，
如果家族没有明显
的遗传病的历史，
需要做基因诊断吗？
朱平：
实际上，
血液、
肿瘤及免疫缺陷病基因的这些变异，
都可
以分为家族遗传性基因变异和体细胞基因突变两部分。
所谓家族遗传性变异，
是患者所有细胞都具有的基因变异，
遗
传性变异多数是由于父母携带的突变基因，
遗传给了子女。这种
遗传方式包括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AD），
即子女无论从父母哪一
方获得变异基因都会发病。当然，
有些变异基因在不同个体体内
表达的程度不同，
可能子女病情轻重不一，
出现所谓常染色体不完
全显性遗传。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AR），
是指父母分别携带同样的基因变异，
如果两个人的变异基因同时给予一个子女，
这个子女才会发病。性

连锁遗传病（XD）指致病基因在X性染色体上，
通常儿子由于只有一个
呼吸道。现在知道，
许多所谓的继发性免疫缺陷病可能仍然是免
X染色体，
会导致发病，
女儿有两个X染色体，
即使从父母获得一个基
疫缺陷基因导致的。
因变异的染色体，
只是携带者，
有可能遗传给后代，
但不会发病。
采访人：
会上专家介绍了一整套基因组合检测，
这对患者有什
体细胞基因突变是指患者某些组织或者器官后天性地发生了
么意义吗？
体细胞变异，
其父母并没有相应的变异，
体内其他细胞也没有这些
朱平：
我们设计的这套基因组合检测包括4部分：
血液系统遗
变异。这些变异通常并不会遗传给后代。目前在几乎所有的白血
传病、
血液肿瘤性疾病的基因突变、
白血病淋巴瘤和其他血液肿瘤
病、
淋巴瘤和实体肿瘤都发现有某种体细胞的基因变异。变异包
相关的融合基因、
免疫缺陷病基因突变与肿瘤靶向治疗药物相关
括出现基因突变和新的融合基因。体细胞突变的典型血液病病
的基因，
它包含了绝大多数血液、
肿瘤及免疫缺陷病有临床诊断和
例，
是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这种疾病的基因突变，
导致血细
治疗价值的基因变异。这一设计，
可以使基层医院对这些疾病诊
胞表面的蛋白出了问题，
细胞变得脆弱而易于溶解。体细胞基因
断的水平和国家顶级医院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
直接对临床疾病
突变的血液病，
还包括骨髓增殖性肿瘤（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原发
做出精准的最后诊断。了解了患者疾病发生的原因和进展规律，
性血小板增多症、
骨髓纤维化、
弥漫性嗜酸细胞增多症）。
可以根据诊断结果，采用有效的治疗方案，使患者得到合理的治
采访人：
免疫缺陷病，
这种病听起来不是很耳熟，
这是哪一科
疗。退一万步说，
至少患者可以充分了解疾病的现状和转归，
自己
的疾病？为什么要用二代测序的方式检测那么多基因？
决定自己的命运。
朱平：
免疫缺陷病是免疫系统发育不全或免疫功能遭受了损
采访人：
目前肿瘤病人愈来愈多，
据我了解肿瘤的诊断主要依靠
害引起的一组疾病。主要是内科和儿科的疑难病，
实际上各个科
病理诊断，
为什么还要做基因诊断？是否会增加病人费用？
室都可能遇到。
朱平：
我们设计的实体瘤基因诊断，
主要针对有明确治疗效果
我在门诊不时会遇到一些大医院医生送来的这类会诊病人。
的靶向药物。肿瘤是相应器官的细胞内的基因出现了变异。如肺
这类病人往往长期发热，
感染，
淋巴结、
肝脾肿大，
往往有来源不容
癌的EGFR、
ALK、
PD-1基因，
乳腺癌的HER2，
甲状腺癌的KIT等。根
易确定的微生物感染，
临床诊断起来颇为困难。实际上，
随着我国
据肿瘤基因的突变类型，
目前国内外已经发展出一批精确针对突
医疗条件和医生诊疗水平的提高，
发现和确诊的免疫缺陷病愈来
变基因的靶向药物。很多靶向药物已经被中国的医生采用。我们
愈多。2015年免疫缺陷病国际专业联合会发布了免疫缺陷病有关
主要关注基因检测对于患者是否有益处。一些靶向药物可以精确
近200 种基因缺陷。我们用二代测序技术可以检测全部已知的免
地针对某些基因突变，
但是这些基因突变很可能只出现于少数肿
疫缺陷基因，
迅速检出这类疾病。
瘤病例。靶向药物多数十分昂贵，
动辄数十万元会花费进去。如
通常免疫缺陷病可以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类型。原发性
果无的放矢，
不仅危及患者生命和金钱，
还丧失了宝贵的早期治疗
免疫缺陷病多与遗传相关。患者从父母一方或者双方获得某一种
的时间。鉴于这种概念，
我们的设计方便临床医师采用，
也为患者
免疫缺陷基因，
导致容易感染某种疾病。近年我们认识到，
一些位
节约诊疗费用。
文/付东红（北京大学医学部）
于同一基因传导通路上的隐性遗传基因的
功能叠加，
也会导致临床发病。还有
些所谓继发性免疫缺陷病，
表现为多
公号撷英
种感染（EB 病毒、巨细胞病
毒感染、
艾滋病病毒感染、
球
本期公号
孢子菌感染、风疹、麻
正安聚友会
疹、
麻风、
结核病等）难
以治愈。患者年龄越
小感染频率越高，病
情也越重。感染
小编终于把《老炮儿》看完了。当然，
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谈剧，
我们从剧里的一句话说
可表现为反复的
起——
或持续的。最常
见的感染部位是
六爷晕倒第二次被送进医院，医生让他做手术，他拒绝，说：这西医啊，就是把人当机
器，
哪儿坏了拆哪儿……还拽着儿子跑出医院（六爷，
您老有心脏病，
跑这么快可不行啊）。
小编并不排斥西医手术，
有时手术确实能救人性命。但是，
手术须慎重，
要知道，
器官
切除了可就再也没有了！

六爷说：
胆囊切掉就再也没有了
前阵儿中医群里，
龚若朴医生发了一个病例：
前些日子，好朋友的父亲因患急性胆囊炎、胆囊肿
大、
胆囊管结石梗阻而住院。医院的专家都强烈建议病
人立即手术。朋友一家人多年来非常信任我，
我当晚给
的建议是暂不手术，
中药治疗三天再说。主管医生一再
警告这家人不讲科学。半个月后，
检查结果显示已经排
出结石，
其他（指标）也已经恢复。人的状态甚至比发病
前还好。
无数事实表明，没有绝对的科学与不科学。而当
今西医见到胆囊疾患（结石、炎症、息肉）一概告知立即
或者限期手术……正如《黄帝内经》所言：粗工凶凶，以
为可攻……旧病未除，新病复起。所以我的谏言是：面
对急性发作的疾患，如胆囊炎、胆结石、阑尾炎、扁桃体
炎……学会另眼相待。平时多关注养生，最好有几个
中医朋友，毕竟切了就没了，一辈子没了。有缘人斟酌
斟酌吧！
小编赶紧请教龚老师有关胆结石的问题。
中医的胆和西医的胆是一回事儿吗？
可能有朋友知道，中医之胆和西医之胆不是一回
事儿。中医的胆包含胆囊、胆经、胆汁以及肝、胰的部
分 功 能 。 概 括 地 说 是 器 、气 、精 、液 ，四 种 存 在 的 总
和 。 西 医 的 胆 ：就 是 解 剖 结 构 上 的 胆 ，包 括 胆 囊 以 及
附属组织。
结石的源头主要是情志病，
现代人都比较焦虑、
易怒，
耗伤肝阴，好像海水一样，退去了会有结晶——盐。西医
也认识到，胆结石的病因是一种胆盐不断聚
合，形成结石。还有就是生活习惯，饮食过于
油腻，酒无节制——不外乎这两个原因，现在
人基本是两个一起犯。

降低血压和脉搏波速度的干预措施，才是预
防认知功能障碍与老年痴呆症的更佳治疗方案。

动脉硬化可预测认知功能下降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埃默里大学的研究者
发现：相对于血压来说，经脉搏波速度测量的动
脉硬化与急剧下降的认知功能相关性更高。该
研究结果发表在《高血压杂志》上，这可能会提供
一个预测未来患有痴呆症风险更准确的结果，而
不仅仅是测量血压水平。虽然高血压与轻度认
知功能损害及痴呆有关，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动脉
硬化程度严重后对记忆力的不良影响。
研究人员选取了 591 名无症状的健康成年
人，在五年的随访期内每年对参与者进行一次
血管评估和认知功能测试。分析结果显
示 ：动 脉 硬 化 不 仅 与 未 来 认 知 功 能 的 丧
失 有 关 ，而 且 比 血 压 水 平 能 更 好 地
预测哪些人会发展成为有认知功能

障碍的人。
该研究首席作者是埃默里大学的医学和神
经学副教授伊哈勃·哈佳尔博士，他说：
“ 通过专
门考察动脉硬化症，我们能够识别出一组存在认
知功能下降高危风险的健康成年人。特别是脉
搏波速度较快和高血压的人其风险最大。”这项
研究成果表明：高血压患者的认知功能更有可能
与动脉结构的潜在功能变化相关，而不只是简单
地与血压水平相关。
研究者建议：仅仅降低血压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采取共同降低血压和脉搏波速度的干
预措施，这样才是预防认知功能障碍与老年
痴呆症的更佳治疗方案。
文/吴楠

胆囊切除后会怎样？
一般来说，
胆囊切除在临床上最常见到的并发症有两
种，
第一种是大便的问题，
呈现两个极端，
一是长期的慢性
腹泻，就是自己吃几餐，拉几次，而且吃了油就要拉；二是
长时间的便秘。另外一种就是胆源性胆汁反流性的胃炎、
食管炎，
还有肠炎。
胆囊切除最常见的并发症是术后复发，复发率约为
30%~40%。也就是说有三四成的做胆结石手术的患者会
复发，
复发在胆总管、
残留的胆囊管，
还有肝内胆管以及肝
总管，
甚至是胰腺，
等等方面。
另外，
现在医学研究证实，
胆囊切除以后，
直肠癌和消
化系统癌症的发病率会大幅度提升。
应该怎样防治胆结石呢？
中医养生，
最关键的几条是充足良好的睡眠，
保持舒畅
的心情，
偏于清淡的饮食，
回归五谷杂粮和绿色蔬菜为主。
胆结石患者可以常饮养生茶饮
材料：
茵陈 8 克，
陈皮 8 克，
枸杞子 5 克，
白菊花 3 克，
生
山楂 5 克。
制作：
沸水冲泡代茶饮。
另外，可在睡前拍打胆经，特别是双侧腋下到大腿。
每次拍打 20~30 分钟，注意匀速，舒缓，轻重适宜。
左手拍右侧，
右手拍左侧。
配合进行揉腹（双手重叠轻缓按揉肝胆区域）。
同时，胆结石患者在饮食方面需要忌口：少吃
动物内脏，以及鸡蛋、鹅蛋、鸭蛋和鸡肉、鹅肉、
鸭肉等飞禽类的肉和蛋。同时要禁忌酒类和
海鲜。
中医中药治疗胆结石，要针对
具体患者进行辨证施治。
文/小编丁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