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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消防视角

海北消防三个家庭受表彰
近日，海北藏族自治州以及各县两

级妇联分别对 2021年度“最美家庭”和
“绿色家庭”进行表彰。

海北州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张松
家庭、消防员藏文廷家庭及消防文员
才郎卓玛家庭分别荣获“最美家庭”和

“绿色家庭”荣誉。近年来，海北州消
防救援支队党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家

庭文明新风尚，着力加强消防救援队
伍家庭文明建设，引导消防救援人员
大力传承红色家风、深化文明家庭创
建，真正做到崇德治家、廉洁齐家、勤
俭持家，鼓励消防救援人员家庭以纯
正的家风涵养、清朗的党风队风奋进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通讯员 赵文瑶）

海北消防举办“两弹一星”精神宣讲报告会
6月 14日，为进一步扎实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取得新
进展新成效，海北州消防救援支队邀请
驻地中国原子城纪念馆“两弹一星”精
神宣讲报告团开展专题报告会。宣讲
报告以情景再现的方式，通过视频、照
片和现场讲述，回顾了“两弹一星”研制
过程中发生的感人历史瞬间，梳理了中
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重要历史。

大家认为，宣讲报告会内容感人至

深，催人奋进，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引起热
烈反响，被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的感人
事迹和“两弹一星”精神所震撼。大家纷
纷表示，要深刻领会“两弹一星”精神所
蕴藏的时代内涵，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进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将

“两弹一星”精神转化为不断进取的强大
动力，以饱满的热情、十足的干劲、勤勉
的工作积极投身到工作中。

（通讯员 赵文瑶）

海北消防开展地震灾害救援演练
6 月 16 日，海北州消防救援支队地

震灾害救援综合实战拉动演练期间，
支队遂行政治工作始终围绕实战、服
务实战、保障实战，坚持组织引领在一
线、政治保证上前线、政工队伍冲火
线、鼓舞动员强战线，快速反应、全程
跟进、点滴渗透、因地制宜，充分保证

“任务进行到哪里，政治工作的触角就
延伸到哪里”，灵活高效开展遂行政治
工作，有效发挥了政治工作“生命线”
作用，汇聚了攻坚克难的磅礴“政能
量”，为圆满完成演练工作提供了坚强
的政治保证。

（通讯员 赵文瑶）

海北消防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
为全面做好当前火灾防控工作，坚

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
生，近期，海北消防支队全面开展火灾
隐患排查整治。

支队 各 级 消 防 监 督 人 员 深 入 辖
区宾馆、饭店、医院、养老院、商场市
场、学校幼儿园、公共娱乐场所、旅游
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监督
检查。重点检查了单位场所消防安
全责任人、管理人履职情况，消防安

全责任和制度是否有效落实，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楼梯间等重要部位是否
畅通，用火用电安全管理是否规范，消
防设施器材维护保养是否到位，消防
控制室是否有人员持证值守等情况。
针对发现的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
及时约谈提示、曝光隐患、责令整改，
对危及公众安全的重大消防安全隐患
问题依法进行了查处。

（通讯员 赵文瑶）

全部治愈或是夸大 疗效显著确是事实

对于这个事件，国外媒体有不同的
报道。首先，关于参加治疗的人数就说
法不一。更多的报道是，参与研究的入
组病人有 18 人，但论文原文描述的是，
真正接受药物试验治疗的病人只有 12
人。这些病人是错配修复缺陷型Ⅱ期
或Ⅲ期直肠腺癌患者。

对于这些病人，研究者每 3 周给予
一种新药物——抗 PD-1 单克隆抗体单
药 dostarlimab，持续 6 个月。总体结果
是，共有 12 名患者完成了新药物治疗，
并接受了至少 6 个月的随访。所有 12
名患者都有临床完全缓解，并且在随访
期间（6 至 25 个月）没有出现癌症进展
或复发的病例，也未发现 3 级或更高级
别的不良反应。

再进一步解读，可能有更多的细节
和内容需要复盘。

首先，这种癌症只是错配修复缺陷
型Ⅱ期或Ⅲ期直肠腺癌患者，而非所有
直肠癌和所有分期（0-Ⅳ期）。错配修
复缺陷型直肠腺癌患者只占所有直肠
癌患者的 5%-10%，而新药物对绝大部
分直肠癌无效，因为两者的基因不同。

其次，接受治疗的患者只是临床症
状消失，而非治愈。对于治愈，有一个普
通的标准，即治疗后 5年不复发，也就是
有 5年生存期才称得上治愈。从严格意
义上看，只有治疗后永远没有复发，才算
治愈，5年生存期只是一种相对治愈。这
12名患者的随访期还只有 6个月，因此，
需要继续随访和观察，至少要 25 个月，
以及持续到5年未复发，才算治愈。

因此，该项研究作者的结论非常谨
慎：错配修复缺陷型晚期直肠腺癌对药
物 PD-1 阻断高度敏感，需要更长的随
访时间来评估结果。

但是，这项研究结果也的确鼓舞人

心，正如该项研究的参与者迪亚兹博士
所言，这是癌症史上前所未见的状况。
尽管参与试验性治疗的患者数量较少，
但每位患者临床都完全缓解，这是以前
闻所未闻的结果。

另外，同样是直肠癌和其他癌症也
可以使用不同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进
行治疗，如别的 PD-1 抑制剂帕姆单抗
和纳武单抗，也可以达到类似的疗效。
但是，这种治疗有许多副作用，最常见
的副作用是乏力、贫血、腹泻和恶心，严
重的会出现转氨酶升高、脓毒血症和急
性肾衰竭。由于使用的是免疫抑制剂，
还可能出现免疫性肺炎、免疫性结肠
炎、免疫性肝炎等不良反应。相比之
下，此次 12名接受静脉给予新药物的患
者并无一人出现副作用。

这种药物每 3 周给药一次，持续 6
个月，每剂花费约 1.1万美元。6个月下
来，总的费用约 9.4万美元，对于普通人
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神奇”来自让人体自身免疫系统
发挥作用

从外媒报道来看，新药物 dostarlim⁃
ab 确实有其“神奇”之处，那么它的“神
力”到底来自哪里？

说起来也并不神秘，它的思路来自
解放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撕下癌细胞
的面具，让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能识别
并摧毁它们。这种抗免疫抑制剂药物
的研发是近年来抗癌研究的热门赛道，
已经陆续有了不少成果，新药物 dostar⁃
limab 就是这条热门赛道上的“新秀”。
这其中的原理，要从 2018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的获奖者说起。

虽然化疗和放疗治疗癌症有效，但
副作用太大，会出现“杀癌一千，伤正常
细胞八百”的效果，因此，研究人员一直
在探索让人体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以

抗御癌细胞。
美国的艾利森和日本的本庶佑分

别发现了束缚免疫 T 细胞的两种分子：
CTLA-4 和 PD-1/PD-L1，它们都有抑制
免疫系统的功能。一个新的思路由此
而来：解除它们，不就等于解放了人体
自身的免疫系统吗？

以此为契机，便产生了抗病抗癌的
新方式，那就是寻找到抑制 CTLA-4 和
PD-1/PD-L1的药物，这就等于解除了 T
细胞的刹车，让 T 细胞充分发挥杀灭癌
细胞的作用。

艾利森和本庶佑因为对免疫抑制
分子的发现，获得了 2018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在他们发现的基础和原
理上，促成了医药公司研发相应的药物
来治疗癌症，产生了一系列抗 CTLA-4
和抗 PD-1/PD-L1 的单克隆抗体药物，
并统称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现在的新药物 dostarlimab 就是其中
一种，其原理是抑制 PD-1分子，以解放
体内的 T 细胞，让其发挥正常或超常的
杀灭癌细胞的功能，这类药物尤其适用
于不能手术的晚期癌症，以及对放疗和
化疗有严重副作用的患者。

其实，早在 dostarlimab之前，抗免疫
抑制剂的药物就已经显示功效了，并且
对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治疗显示了
非常好的效果。

2015年 8月 20日，91岁高龄的卡特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已确诊罹患
晚期黑色素瘤，脑中的 4个瘤块约 2毫米
大小。卡特当时认为他命悬一线，称他的
命运“已掌握在他所尊崇的上帝手中”。

然而，2015 年 12 月 6 日，美国各大
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卡特发表声明称，
医生在给他做完最近一次脑部磁共振
成像扫描后，没有发现此前在他大脑中
出现的黑色素瘤或新的癌细胞。

卡特使用了一种抗癌新药 pembroli⁃
zumab单克隆抗体，商品名为齐楚达，即
帕姆单抗。在医生对他试用了刚获得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紧急批准的
齐楚达几个月后，卡特大脑内的 4 个黑
色素瘤转移灶就已经全部消失。这在
当时被视为免疫调控方式治疗癌症的
奇迹，用单抗阻止免疫抑制分子 PD-1
来治癌达到了极好效果。

新赛道上各种抗癌药物扬帆竞发

其实，对 PD-1 分子进行抑制的药
物还有很多，除了有帕姆单抗外，还有
纳武单抗。在临床 3 期试验中，纳武单
抗 治 疗 转 移 性 黑 色 素 瘤 的 有 效 率 为

32%，其中对 95%的患者具有持续疗效。
帕姆单抗和纳武单抗都是通过阻

断 PD-1分子对 T细胞的抑制作用，从而
让 T 细胞产生强大的杀灭癌细胞的功
效。这两种单克隆抗体药物于 2014 年
获 得 美 国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的 批
准。纳武单抗还可用于治疗黑色素瘤、
非小细胞肺癌、肾细胞癌、霍金奇淋巴
瘤、头颈部鳞癌、尿路上皮癌、结直肠
癌、肝细胞癌等。

根据艾利森发现的 CTLA-4 分子抑
制 T 细胞的原理，美国一些医药公司研
发出了易普利姆玛单抗，商品名为伊匹
单抗。这种单抗能特异性结合 T细胞表
面的 CTLA-4分子，阻止 CTLA-4分子对
T细胞的抑制。伊匹单抗在临床 3期试
验的结果是，约 20%的病人存活期超过
3 年，一些人在 10 或 11 年后仍然活着。
因此，伊匹单抗首先于 2011年得到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用于治疗
黑色素瘤。

目前全球还有 253 个 PD-1/PD-L1
抗体联合药物靶点组合正在进行试验，
但仅有少数组合有幸进入 3 期试验，绝
大部分在 2期试验阶段就惨遭淘汰。目
前 PD-1 抑制剂是最常用的治癌基础药
物，其次是抗 PD-L1单抗药物。

无论是抗 PD-1的单抗，还是抗 PD-
L1的单抗，以及抗CTLA-4的单抗，目前
治疗癌症的有效率在 30%左右，并且还
有较多副作用，最常见的副作用是疲
劳、呼吸急促、肌肉骨骼疼痛、食欲下
降、咳嗽、恶心和便秘；最严重的副作用
是严重免疫介导副作用，即免疫系统的
作用太强，伤及自身的健康组织和器
官，包括肺、结肠、肝脏、肾脏及产生激
素的腺体。

现在，dostarlimab 作为一种抗 PD-1
分子的单抗药物，在 12名错配修复缺陷
型Ⅱ期或Ⅲ期直肠腺癌患者中都获得
了临床完全缓解，应当说是这种药物和
抗癌原理的一种新成果。而且，这种新
药物也经历了一系列试用。2019 年首
次发现 dostarlimab对子宫内膜癌可能有
效，2021 年 4 月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批准用于复发或晚期错配修复缺
陷型子宫内膜癌。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癌效果还
需要长期的临床实践来检验，因此，对
采用 dostarlimab 药物的 12 名病人，以及
未来更多的病人也需要持续观察，才能
获得最真实和最全面的结论，从而让癌
症治疗既有效也安全。

据《北京日报》报道

“神奇”新药真的能治愈癌症吗

艾利森(左)和本庶佑(右)因为对免疫抑制分子
的发现，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近日，一条关于“16名癌
症患者仅用药半年肿瘤全部
治愈”的新闻，吸引了很多媒
体的关注。这一新闻的源头
来自美国医学期刊《新英格
兰医学杂志》。

那么，更全面的事实真
相是什么？癌症顽疾真的被
彻底攻破了吗？这种药物的

“神奇”之处又在哪里？这里
我们就来详细聊一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