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惊心动魄让惊心动魄““大手术大手术””变成轻松解决变成轻松解决““小微创小微创””

食管疾病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需要手术治

疗的食管癌、固有肌层肿瘤和贲门失驰缓症在传统手术后存

在创伤大、恢复慢、并发症高、术后生活质量差等问题。在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由内镜中心主任周平红领衔的团队通

过世界首创的多项内镜新技术，让这类患者免去传统手术之

苦，在微创内镜下，他们就可以消除病痛。在1月10日举行的

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周平红教授领衔团队完成的项目“内镜微创治疗食管疾病技

术体系的创建与推广”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领跑”全球内镜新标准

经过 10多年的发展，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内镜技

术已经名满全球。

早在 2006年，周平红领衔的团队就成功开展内镜黏膜

下剥离术（ESD）并向全国推广，使得中山医院内镜中心成为

国内率先开展ESD的单位之一，该技术可整块切除病变，术

后复发率低。“可以说，我们对胃肠道夹层肿瘤——黏膜下

肿瘤的治疗，包括全层切除术等方面，领先欧美整整10年。”

周平红介绍，目前，中山医院内镜中心每年都吸引着10—15
位外籍医生前来进修。

北京时间2018年6月14日下午4点半，远在万里之外的

第九届意大利米兰国际消化内镜大会（IMAGE）现场座无虚

席，来自全球各地的数百位消化内镜专家屏息凝气，注视着

一场正在中国上海进行的手术演示：一位 54岁的女性患有

胆囊结石，考虑到患者尚具有胆囊收缩功能，手术演示者周

平红通过胃镜下的微创技术，在短短一个小时内，成功“保胆

取石”，在成功保留胆囊的情况下，从病人嘴巴里取出两粒花

生米大小的胆囊结石，解除了病人的痛苦。

近年来，周平红团队又开始把目光投到了消化道系统的

前端食管领域，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食管的管腔狭小、

管壁菲薄、周围重要脏器多，过去食管疾病内镜治疗的效果

不佳，可谓是难度高、风险大。团队通过技术攻关，首创了一

系列让全球医疗界眼前一亮的新技术，创建内镜微创治疗食

管疾病技术体系，取代外科手术成为符合适应证患者治疗的

金标准。

毫米之间打“隧道”

周平红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黏膜下剥离术（ESD）治疗

食管早癌。“我们的秘诀是‘化零为整’，先是标记范围，然后

在黏膜下注射，再切开边缘剥离肿瘤”，周平红介绍说。而内

镜治疗食管早癌的术后复发率仅仅只有 0.9%，大大低于传

统开放手术，受益人群也拓展到了老年人群、颈段食管人群

和黏膜下浅层癌，统计下来五年生存率也达到了 79.4%，高

于传统外科手术。

因为肌层肿瘤位置深，所以固有肌层肿瘤被认为是内镜

切除的禁区。周平红团队在国际上首创了经黏膜下隧道肿瘤

切除术，并确定标准手术流程，在毫米级夹层中建立隧道完

整切除肿瘤，不仅成功预防穿孔和消化道瘘的发生，还可以

保留食管壁的完整性。目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已经使

用内镜技术为2295例病人切除了食管固有肌层肿瘤。

今天，周平红团队开展的内镜黏膜下挖除术（ESE）和经

黏膜下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术（STER），已经被国际认为是推

动内镜技术进入固有肌层肿瘤治疗时代的标志，这两项新技

术还推动了国际指南将内镜治疗的禁忌证改写为内镜手术

的适应证。

贲门失弛缓症是由于食管贲门部的神经肌肉功能障碍

所致的食管下端括约肌弛缓不全，食物无法顺利通过而滞

留，从而逐渐使食管张力、蠕动减低及食管扩张的疾病，发病

率为十万分之一。由于食物摄取困难，久病者会产生体重减

轻、营养不良等表现，严重者甚至丧失劳动能力。对此，最有

效治疗该病症的办法就是切断食管下段括约肌。在过去，要

切断食管下段括约肌唯有“开刀”一条路，虽然疗效确切，但

创伤大、并发症多。

而针对此症的POEM术（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能够将胃

镜伸入食管黏膜下，通过特质器械建立黏膜下“通道”，直达食管

下段括约肌并选择性切断，达到“无切口、微创伤”的治疗效果。

在薄薄的食管壁里建立一条“隧道”，以治疗吞咽困难、

食物反流的贲门失弛缓症，是周平红团队的“拿手绝活”。如

今，团队在国际率先建立的POEM术（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

已成为治疗贲门失弛缓症首选。2010年至今，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团队已累计完成POEM手术三千余例，占

全球此类病例数的一半。

将新技术播撒到五湖四海

近年来，周平红团队的原创成果获上海市和教育部科技

进步一等奖，先后被写入欧美指南 5部，推广至 31个国家地

区412家医院，累计诊治食管疾病3万余例，亚太消化内镜学

会主席William Chao曾对这一成果给出评价：“世界领先，为

内镜微创的创新和推广做出巨大贡献。”

周平红告诉记者，医学工作就是围绕病人而进行，病人

的要求就是自己工作的目标，他的工作理想是三个“看”，即

病人回头看、同行点头看、国际仰头看。

为了让新技术在更多地方落地生根，造福当地病患，这

些年来，周平红把自己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笑称自己“几乎

把全国地市级以上的医院都跑遍了”。如今，周平红“大国工

匠”内镜工作室已在全国建立了9个布点。2017年6月初，周

平红第四次入藏，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为最新的

“大国工匠”工作室揭牌。

“青藏高原的特殊地域性，使得当地的消化病疾病谱与内

地有所差异。”周平红介绍道，依托复旦-日喀则消化内镜中心

的建设，“大国工匠”工作室将针对当地消化道疾病特征，开展

消化道早期癌的筛查，食管静脉曲张的内镜治疗以及食管静

脉曲张破裂出血的止血治疗。此外，还计划在当地推广无痛胃

镜的检查和治疗，让先进的医疗技术在雪域高原落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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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项目“内镜微创治疗食管疾病技术体系的创建与推广”

本报讯 （记者 吴苡婷 通讯员

黄艾娇）导致结核病的结核分枝杆菌

是如何致病的？记者从同济大学获悉，

同济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附属上海

市肺科医院戈宝学教授研究团队，联

合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饶子

和院士研究团队在研究中发现结核菌

中分泌出的一种蛋白非常“聪明”，它

能利用人体的蛋白分子攻击其自身的

免疫功能，从而产生毒力，导致结核病

的发生。北京时间1月16日凌晨2时，

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

这一重要医学研究成果。

科学家发现，当人体感染结核菌

时 ，结 核 菌 可 以 分 泌 出 毒 力 因 子

Rv0222，而Rv0222利用人体的蛋白质

修饰系统经过二次加工后，就可以有

效抵抗来自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从

而导致结核菌从人体免疫系统中成功

逃逸而致病。打个比方，该蛋白“狡猾”

地利用人体自身的“矛”（蛋白分子）来

攻击人体自身的“盾”（免疫系统），从

而躲过了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最终

成功感染导致结核病。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教授和中

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前主任委员、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结核病

首席临床顾问专家肖和平教授表示，

这项研究工作完整阐述了结核菌利用

人体泛素化系统抵御人体免疫攻击的

逃逸机制，这一对人体蛋白质修饰系

统帮助结核菌感染致病新机制的发

现，拓宽了我们对蛋白质修饰系统在感染性疾病调控中作用

的视野。同时，研究者通过蛋白结构分析和功能探索，精准指

出Rv0222毒力蛋白是在其 76位点的赖氨酸上发生K-11泛

素化修饰后发挥毒力，可以在后续研究中为新型抗结核药物

的开发提供更精准的靶点。

戈宝学教授介绍，由结核菌感染引起的结核病，至今仍

然是世界范围内感染死亡的主要死因之一。据世界卫生组

织统计，2018年全球范围内有千万余新病例。因抗结核菌药

物的广泛使用，导致耐药性结核病疫情逐年加重，结核病治

疗难度不断加大，这已成为世界性难题。目前，人类对结核

菌感染发病和耐药机制并不完全清楚，对结核病还缺乏快

速准确的诊断方法，缺乏新型抗结核药物，结核病防治仍面

临着巨大挑战。研究团队在科技部 973项目和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及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计

划区域免疫集成项目和重点项目支持下，围绕“结核菌与宿

主的相互作用是感染性疾病发生的基础”这一关键问题，研

究结核菌感染与致病过程中关键病原和宿主分子机器的结

构、功能和调控机制，并从靶向结核菌与宿主相互作用层面

出发，进行新型抗结核药物的研发。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已

以通讯作者分别在Nature、Nature Microbiology、Nature Com⁃
munications等国际期刊发表，共发表 18篇论文，申请发明专

利 13项，其中授权专利 5项，培养了国家基金委优秀青年基

金获得者、德国马普博士后奖学金获得者、上海市晨光计划

入选者等青年人才。

戈宝学教授长期围绕结核病预防和诊治，开展基础研究

和临床转化医学研究。目前，他担任上海市结核病（肺）重点实

验室主任，该实验室是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于2004年批

准成立的市级重点实验室，依托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

院，围绕结核病预防和诊治开展基础和临床转化医学研究。同

时，上海市肺科医院刚刚获批第一批上海市感染性疾病（结

核）临床医学中心，将进一步推动结核病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转

化应用。

“我们希望带领团队，聚焦在结核病转化医学研究领域取

得一系列原创突破，并积极推动这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应用

到临床诊疗及抗结核药物和疫苗研发中。”戈宝学教授说。

本报记者 吴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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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理工大学在超分子化学组装领域研究获新进展华东理工大学在超分子化学组装领域研究获新进展
本报讯 （记者 陶婷婷）近日，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

工程学院、费林加诺贝尔奖科学家联合研究中心曲大辉教授

课题组在超分子化学调控化学发光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进

展，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发光可控的荧光材料在生物成像、发光二极管、传感器

以及光电器件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如何实现对分

子发光的智能调控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热点。近几十年来，化

学家们相继开发出了许多荧光波长可控、具有刺激响应性

的智能荧光材料。然而，多数材料都涉及到烦琐冗长的有机

合成过程，这限制了它们的进一步应用。随着超分子化学的

发展，化学家们发现主客体作用、亲疏水作用力、氢键等超

分子作用力是一种调控分子发光的优良手段。但是，如何通

过简单有效的方法构建荧光发射波长可调控的智能荧光材

料仍然是巨大的挑战。

据悉，研究者们通过将荧光团芘以酰腙的方式连接在亲

水性分子上，构建含单一荧光团的两亲性分子，该分子的发光

波长与荧光团芘之间的距离密切相关。研究者们通过亲疏水

作用力以及主客体识别作用这两种超分子手段来实现可逆调

控荧光团芘之间的距离，进而实现对其荧光颜色的可逆调控，

在很大范围内能够调节其发光颜色从蓝到黄并包含白光发

射。同时，研究者们利用α-淀粉酶缓慢催化降解环糊精大环

的机制，实现了超分子组装体在酶催化条件下发生自发解离

过程，进而构建出以环糊精为化学燃料，时间“编程”的非平衡

动态组装荧光系统，并成功应用于自擦除的凝胶书写材料。

该工作由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博士生王

骞、张琦博士在曲大辉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并得到了田禾院士

的悉心指导。该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

目、基础科学中心、上海市重大科技专项以及华东理工大学

“张江树优博”重点培育计划等项目资金的支持。

2019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上海市第

九人民医院口腔颌面-头颈肿瘤科张陈平教授领衔团队完成

的项目《颌骨缺损功能重建的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荣获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肿瘤、创伤、炎症等病因可导致颌骨缺损，发病率占口腔

颌面部疾病首位。颌骨缺损严重影响咀嚼、吞咽、呼吸等多种

生理功能，显著降低生存质量，甚至危及生命。颌骨修复重建

手术难度大，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功能重建是世界性难

题。项目组历经 20 余年研究攻关，率先提出“功能导向的颌

骨重建”理论，创建关键技术体系并推广应用。

提出功能导向的“四段式”新策略

该项目通过对东方人群颌骨形态大样本数据库的分析，提

出功能导向颌骨重建的“四段式”策略。与传统术式相比，更利

于恢复正常牙弓形态，获得咬合生理位点，实现咀嚼功能重建。

应用该方法完成重建病例万余例，使复杂的颌骨重建术从随意

无序走向规范有序，术后牙种植率居国际先进水平。项目组通

过医工结合共同研发专利配套器械，获医疗器械注册证并应用

于临床，进一步提高重建精度，简化手术程序，缩短手术时间。

相关成果授权发明专利4 项，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首创种植牵引的“一体化”新技术

据介绍，种植牵引腓骨增宽（DID）技术开创性地将牙种

植、牵引成骨与腓骨移植融为一体，1 次手术达到了传统

4—5 次手术的疗效，缩短疗程2 年以上，实现了下颌骨从“形

态修复”到“功能重建”的重大突破。通过对DID 表面改性获

得类骨小梁微纳结构，显著促进骨结合，提高了初期稳定性，

使植入成功率从70%提高到94%。该项技术得到国内外同行

广泛认可，被编入全国统编教材《口腔种植学》。相关成果获

得授权专利4 项，并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建立数字外科的“一站式”新平台

九院张陈平教授自主研发融合术前个体化设计、导板制作

及术中导航的“一站式”数字化平台，打破国际技术壁垒，解决

了软件碎片化及不兼容的难题。基于该平台，创建“咬合位点引

导的颌骨重建”及“导航引导的穿颧种植”数字化技术体系，显

著降低操作误差，提高手术安全性，实现个体化、精准化、功能

化的颌骨重建。在国内率先开发“颌骨手术仿真培训系统”，规

范了操作流程及技术标准。上述成果获授权发明专利5 项。

第一完成人张陈平教授是国际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协会

和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颌面肿瘤与修复重建培训中心

的主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颌面-头颈肿瘤专委会主任委

员，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颌面修复专委会候任主委。项目组

在国外举办相关专题学习班12 次及手术示教24 次，国内举

办国家级继教班 83 次，培养了国内外医生 2280 名，包括来

自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及日本等国家的专科医师87 名。

发表相关论文181 篇，其中SCI收录97 篇，总影响因子226.4
分，总引用 1606次，获授权专利 21 项，其中发明专利 12 项，

主编专著5部。项目成果在26 省市45 家医院推广应用，累计

受益患者 6 万余例，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及经济效益。该项目

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确立了我国在颌骨重建领域的国际引领

地位。

《科学》发表同济大学高亚威教授团队联合研究成果

提出提出““功能导向的颌骨重建功能导向的颌骨重建””理论并创建关键技术理论并创建关键技术
——记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颌骨缺损功能重建的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

本报记者 陶婷婷

本报讯（通讯员黄艾娇记者吴苡婷）1月17日，同济大

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附属东方医院高亚威教授联合美国

芝加哥大学教授何川、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韩大

力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染色体相关RNA上的m6A 修饰参与

染色质状态与转录活性的调控》，在线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

刊《科学》。该研究首次揭示了RNA的m6A修饰调控染色质状

态和转录活性的重要机制，刷新了对m6A功能的认识。

对于生命体来说，细胞是最小的功能单位，而在细胞中，

DNA是遗传物质，它与自身缠绕的组蛋白共同形成染色质。

DNA可以转录生成RNA，RNA随后被运输到细胞核外后，通

过翻译作用可以形成不同的蛋白质。细胞就像是一个大的生

产工厂，DNA和染色质就是工厂里面的核心生产线，不同生

产线是不同的基因，可以生产出不同的模具。这些模具被运

输出生产线所在的厂房后，通过翻译过程生产出不同的产

品。但是同一个体的不同细胞产生的蛋白从种类到数量都有

很大的不同，这就来源于染色质上表观修饰（包括DNA本身

和DNA上结合组蛋白）以及RNA的表观修饰造成的影响，相

当于分别对应生产线的控制和模具翻译成产品过程的控制。

其中N6甲基腺嘌呤（m6A）是真核生物mRNA上常见的修饰

类型，近年来，m6A被证明在胚胎发育、配子发生、免疫系统，

以及各种肿瘤发生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两个

表观调控系统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相互影响，一直尚无确切

的结论。

为解答这一问题，研究者首先利用 m6A“书写”蛋白

METTL3缺陷的小鼠胚胎干细胞，分离了处于胞质、核质和

染色质上三个空间内的RNA。结果发现，这个蛋白显著影响

了染色质上的RNA，尤其是位于基因调控区域以及重复序

列区域转录出的RNA（后文简称为 carRNA）上获得m6A修

饰。有趣的是，研究者发现这些 carRNA上的m6A修饰可以

进一步被修饰识别蛋白YTHDC1识别。而这个YTHDC1蛋白

就如同生产线上的质检员，一旦发现生产线上的 carRNA被

METTL3加上了m6A修饰，就会把这条RNA拿去降解掉。

更有意思的是，研究者发现，这种依赖于m6A的carRNA
降解机制对于细胞来说非常重要。在METTL3或YTHDC1敲

除后的细胞系中，carRNA出现累积后会直接影响相关区域，

以及下游基因的转录活性，从而引起基因组水平的转录活性

增加、染色质开放程度增加。这就意味着这种生产线上的质

检和清除机制，可以有效控制生产线上的生产速度，降低因

为开发程度增加引起的各种不稳定损伤。

生命科学专家表示，此项研究不仅实现了对于染色质相

关RNA的m6A修饰调控机制的探讨，更首次揭示了RNA的

m6A修饰调控染色质状态和转录活性的重要机制。这对于研

究和理解生物体复杂的表观调控网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研

究视角，具有很强的理论先导性和示范性。这一发现也为发

育和疾病的调控和靶点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