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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 日，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公

示显示，药品卡瑞利珠单抗提交了新适应症上市

申请并拟被纳入优先审评程序。根据此前的公

告，该药品本次新适应症是治疗局部复发或远处

转移鼻咽癌。

其实相对于肺癌、乳腺癌这些常见的恶性肿

瘤，鼻咽癌似乎并不常被大家提及。但据国际癌

症研究机构（IARC）统计，全世界约 80%的鼻咽癌

都发生在中国。如今，肿瘤筛查已有很大进步，那

么，高危人群有没有办法进行早期筛查？

对此，中国抗癌协会鼻咽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天津肿瘤医院放疗科副主任王佩国表示，鼻咽癌由

于发病部位较为隐蔽，早期症状多变或者并不明

显，很容易误诊或漏诊。我国鼻咽癌基本都集中在

广东、广西、福建等沿海地区，作为高危人群，定期

筛查对于早期“揪出”鼻咽癌有很大帮助。

别放过早期症状的蛛丝马迹

鼻咽癌是指发生在鼻咽腔顶壁和侧壁鼻咽黏

膜的恶性肿瘤。“鼻咽癌在世界范围内不属于常见

恶性肿瘤，而且对于早期鼻咽癌，通过规范治疗，5

年生存率能达到 90%以上。”王佩国介绍，但是在

临床上，很多早期症状容易被混淆或者被忽视。

“鼻咽癌的症状总结起来主要有七条，鼻子

堵、耳鸣、耳聋、血涕、头疼、面部发麻、复视。”王佩

国指出，其中血涕、耳鸣等都属于比较早期的症

状，当复视、头疼、面部发麻等神经症状出现，肿瘤

分型就会相对晚一些了。

感冒、鼻炎等都会引发鼻塞、鼻涕中带有血丝，

如何找出鼻咽癌的“蛛丝马迹”呢？王佩国提醒，如果

一连两个星期鼻子不通气，也不是感冒来捣乱，那就

要留心其他细节了。当鼻子用力吸气后，发现吸出的

痰中有血，或是伴有耳鸣、耳聋、头疼、上颈部有无痛

肿块等，都可能预示鼻咽癌病变。鼻咽的位置特殊，

一旦癌细胞侵蚀头骨进入脑部，还会出现剧烈头疼、

复视、吞咽困难等神经症状。

我国越往南方地区发病率越高

“目前鼻咽癌没有特别明确的病因，但已确定

有三个因素与鼻咽癌相关：EB 病毒感染、地域和

遗传。”王佩国解释，EB 病毒属于γ疱疹病毒亚

科，是最早被鉴定和人类肿瘤在生物学上有关的

病毒，除了鼻咽癌外，它也是很多肿瘤的罪魁祸

首，比如儿童伯基特淋巴瘤，以及鼻腔、咽喉等部

位的病变，很多也和 EB病毒感染有关。

“不过不是所有的 EB 病毒感染者都会得鼻咽

癌。”王佩国解释，成人 EB 病毒的感染率非常高，

它可以通过口腔唾液和飞沫传播，但只有很少一

部分感染者最终发展为鼻咽癌。

“地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发病率看，在我

国，越往南方地区鼻咽癌的发病率越高，广东、广

西、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发病率能达到万分之三十，

是低危地区的几十倍。”王佩国表示，这与饮食习

惯、生活习惯都没有直接的关系，科学家提出了各

种猜想，但一直缺乏有力证据。

2019 年，来自中国和新加坡的科学家团队在

《自然·遗传》发表的论文提出，广东地区 80%的鼻

咽癌患者体中都存在一种独特的高危病毒亚型，

被称为 BALF2_CCT 亚型。研究发现，如果一个

人感染了这种高危 EB 病毒亚型，鼻咽癌发病风险

将比感染低危亚型的人增加 11倍。

遗传因素对于鼻咽癌的影响在 2002年和 2010

年也有了发现，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益新研究团队在

《自然·遗传》上先后发布两项研究成果，揭示了鼻

咽癌患者人群的基因易感位点，显示鼻咽癌确实具

有一定的遗传性，有些人先天就比别人风险更高。

“此外，临床上有一些鼻咽癌患者有长期接触

化工涂料，吸入有毒有害物质的历史。”王佩国表

示，但这些因素都没有得到特别明确的证实，可能

只是个高危因素。

放疗能使生存率达到六至九成

“尽管鼻咽癌病因不明确，无法进行一级预防

阻止它的发生，但目前针对鼻咽癌的治疗和早期筛

查有很多好办法。”王佩国介绍，鼻咽癌属于低分化

鳞状细胞癌，而癌细胞分化程度越低对射线越敏

感，因此，“放疗也是鼻咽癌的核心治疗方法”。

“通过放疗，早期鼻咽癌 5 年生存率能达到

90%以上，中晚期患者通过放化疗以及靶向治疗结

合的综合治疗，也能达到 60%左右。”王佩国说，但

很多中晚期患者容易出现复发和转移，从而导致

治疗失败。

因此通过筛查发现早期鼻咽癌，对于治疗效

果至关重要。生活在鼻咽癌高发病率地区，以及

有家族发病史的人，王佩国建议进行多项 EB 病

毒抗体联合检测，比较常见的组合是：EB 病毒

Rta 蛋白抗体 IgG（Rta-IgG）、EB 病毒衣壳抗原

IgA 抗体（VCA-IgA）和 EB 病毒早期抗原 IgA 抗

体（EA-IgA），其结果在鼻咽癌筛查和早期诊断

中有非常高的临床诊断价值。医生会根据结果，

评估受检者罹患鼻咽癌的风险等级，进行对应等

级的健康管理。对于已经出现一些症状怀疑患

鼻咽癌的人，可以进行鼻咽镜、CT、MRI 等影像

学检查。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保持鼻腔卫生，勤

洗手，不抠鼻子，减少 EB 病毒感染的机会。”王佩

国建议，在接触化工涂料、杀虫剂农药等释放的有

毒有害气体时，也要注意防护，减少吸入的机会。

鼻塞却不是感冒、鼻炎？小心鼻咽癌在“敲门”
本报记者 陈 曦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早诊早治是提高癌症患者治愈率、

降低病患痛苦和经济负担的有效手段。8 月 29 日，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专项“高发恶性肿瘤早筛早

诊技术研发及应用研究项目”在京启动。

“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且到

医院就诊的患者多偏晚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癌症中心主任、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赫捷表示，“该项目的启动标志着早

诊早治已变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大研发方向。”

“现有体检中，缺乏精准、高质量的肿瘤筛查项目。该项目希

望带来技术突破，改变现有技术下临床筛查的困境。”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医院教授刘骞指出。

此前，2019 年 3 月，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与泛生子合作完成的关于肝癌早筛的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

科学院院刊》。该成果被批准加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此次，

我们三方再度联手，将为该项目提供关键技术支持。”泛生子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思振表示，“未来，我们的早筛研究将

从单一癌种扩展至多癌种，并加速推进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及

商业化。”

据悉，该项目目标是构建高灵敏度、高特异度、高效经济的恶

性肿瘤液体活检早诊技术体系，开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筛

查/早期诊断试剂盒，并针对肺癌在全国 20省份、12万社区高危人

群肺癌筛查的多中心前瞻性队列中验证其有效性；针对消化系统

癌症，依托城市、淮河流域 10 万人以上的癌症早诊早治项目队列

验证其有效性。

癌症早筛早诊项目启动

将开发自主知识产权试剂盒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春）9月4日，记者从华东理工大学获悉，该

校药学院教授朱维平研制出了一种自加速过氧化氢刺激响应型金纳

米囊泡，实现了对小鼠肿瘤化疗和饥饿治疗的协同治疗，相关成果发

表在生物医学的国际知名期刊《治疗诊断学》（Theranostics）上。

有机—无机杂化纳米囊泡结合了有机材料高度的生物相容

性，以及无机材料独特的光学、电、磁学特性，同时具有良好的载药

能力，近年来在癌症诊断、治疗及成像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其中，具有可调节近红外吸收的金纳米囊泡通过基于光的成像或

治疗模态，对肿瘤实现了良好的诊疗效果。然而，由于近红外光的

穿透深度依然有限，以往报道的金纳米囊泡对处于深层组织的肿

瘤的治疗依然面临较大挑战。

过氧化氢是细胞内众多代谢途径的副产物，主要产生于线粒

体。癌细胞内的线粒体功能紊乱，在癌细胞快速增殖的过程中会

持续产生大量过氧化氢。针对这一特性，朱维平与复旦大学聂志

鸿教授团队合作，设计并制备了过氧化氢刺激响应型金纳米囊泡

TG-GV，同时包裹乏氧前药替拉扎明（TPZ）以及葡萄糖氧化酶

（GOx），实现肿瘤部位特异性释药。

在肿瘤部位高浓度过氧化氢的氧化作用下，囊泡 TG-GV 表

面两亲聚合物中的疏水片段转为亲水态，使囊泡发生崩解，释放

TPZ 及 GOx。其中 GOx 可氧化肿瘤部位的葡萄糖，产生饥饿效

应，同时消耗大量氧气，加剧肿瘤的乏氧状态，激活乏氧前药 TPZ

变为毒性自由基，杀伤癌细胞。GOx在氧化葡萄糖的过程中产生

大量过氧化氢，进一步刺激囊泡释放更多药物，从而产生“自加速”

的药物释放效果。该囊泡在植有 4T1移植瘤的活体小鼠体内表现

了良好的抑瘤效果，肿瘤生长抑制率高达 87.2%。经验证，化疗和

饥饿治疗产生了协同治疗的效果。

该研究突破了以往金纳米囊泡仅限于光控治疗的局限，巧妙

利用肿瘤微环境的特性，设计了内源性刺激响应的载药金纳米囊

泡，拓宽了金纳米囊泡的应用场景，为有机—无机纳米杂化囊泡的

设计和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纳米胶囊实施协同治疗

肿瘤生长抑制率可达87.2%

3岁的孩子本应天真无邪、无忧无虑，但最近，

一个胖到走路摇摆、令人担忧的 3岁小女孩佩琪出

现在网络上时，其与年龄极不匹配的体重引起了

广泛关注。

据了解，佩琪的父母在发布于网上的视频中

称 3 岁的佩琪体重已经达到了 70 斤。此外，在其

父母拍摄的众多视频中可以看出，佩琪“食量惊

人”，加之父母无节制地给她加餐，3年内佩琪的体

重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

视频中反差极大的身体比例引起很多人的

疑虑，3 岁孩子的正常体重及饮食应该是什么情

况？幼时超重对身体会带来哪些危害？又会埋

下哪些疾病的隐患？为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

相关专家。

“3 岁小孩的正常体重约 28 斤。佩琪 70 斤的

体重超过了正常体重 2.5倍，相当于正常两个半的

小孩体重。”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刘渊

说，佩琪目前的饮食严重不均衡，接下来最重要的

应该是适当控制食量。

根据 2017年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联合发布的《中国儿童肥胖报告》显

示，近 30年来我国的肥胖儿童数量急剧增加，如果

不加以控制，2030年我国 0至 7岁儿童肥胖检出率

将达到 6.0%，人数将增至 664万人。

正因如此，儿童肥胖已开始引起社会的关

注。刘渊告诉记者，肥胖症就发生原因来说，一般

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纯性肥胖；另一种是继发性肥

胖，主要是由于内分泌紊乱（甲减、肾上腺皮质增

生等）以及遗传性疾病影响造成的。“佩琪可能还

需要排除继发性肥胖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医学上认为体重超过按身长计

算的平均标准体重 20%—29%的儿童为轻度肥

胖，超过 30%—49%为中度肥胖，超过 50%为重度

肥胖。

在相关视频里，佩琪都在胡吃海塞，而且吃的

大都是炸鸡、炸排骨、饮料等高糖分高热量食物，

方便面、可乐等这类被很多人认为不应该让儿童

食用的食品也照吃不误。

佩琪仅 3 岁就要承受 70 斤的体重负荷，刘渊

认为，这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由于脂肪的堆积会挤占身体的空间，尤其是

内脏器官的脂肪沉积，对尚未发育成熟的小孩而

言，器官的发育空间也可能受到影响。如果肥胖

尚未导致器官永久性伤害，通过调节饮食均衡、加

强锻炼等方式，可以恢复健康。”刘渊说，若是长期

继续胡乱进食，脂肪、蛋白质等摄入过多，维生素、

微量元素等摄入过少，营养会失去平衡。“年仅 3

岁，将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发育，心肺器官的发育则

将更受影响。”因此，儿童青少年膳食结构不合理，

尤其脂肪供能比增高，摄入过多能量，会导致肥胖

的发生。

儿童肥胖的现象增加了患慢性疾病的概率。

刘渊表示，幼时超重会造成胃肠功能紊乱，出现易

饥、便秘、腹胀、脂肪肝等问题；引发肥胖—换氧不

良综合征，导致频繁嗜睡、夜间打鼾；此外，还会产

生疲倦、无力、气促、紫绀等症状，引起肥胖性肺心

综合征。

“患肥胖症的孩子易产生自卑心理，不容易融

入集体，孩子肥胖后食欲难受控制，运动量也难以

达标，已形成恶性循环，减肥困难。”贵州省贵阳市

妇幼保健院小儿普外科主治医师杨鹏告诉记者，3

岁小孩每日的饮食需均衡搭配，例如，每日摄入量

应保持盐少于 2克、油脂 15—20克、奶类 500克、豆

制品适量、肉禽鱼蛋类 50—70 克、蔬菜 250 克、水

果 150 克、谷类 85—100 克、水 600—800 毫升。在

这个基础上，根据孩子自身情况可以适量增减。

幼时超重会影响心肺器官发育

近年来，家家户户日子越过越好，肥胖却成了

比较普遍的健康问题。据《中国儿童肥胖报告》指

出，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儿童的超重及肥胖率还

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但 20世纪 90年代以后出现了

快速上升趋势。

如今引起网络热议的“2 岁半 50 斤”“3 岁 70

斤”“马上突破 100 斤”的佩琪，正是儿童肥胖现象

的一个具体表现。

眼尖的网友指出，佩琪小小的骨骼承受了巨

大的压力，行动有些笨拙，腿脚的动作很僵硬，可

能某些关节部位已经开始变形。

“幼儿肥胖会使活动受限、运动量减少，对骨

骼发育生长不利。身体负荷过重会使腿部骨骼发

育形变，造成骨骼畸形。肥胖还会使脏器代谢负

担加大，易发生代谢性内分泌疾病，比如生长发育

迟缓、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杨鹏说。

遗传因素、生活习惯均可导致肥胖

吃播是一种新潮的网络直播，“大胃王”通过

直播吃东西，获得大量粉丝关注。然而在镜头之

外，享受美食的主人公却未必能体会到美好，无所

顾忌的“丧命式”吃播，对身体造成了各种损害。

刘渊认为，吃播过程中，所吃的食物身体往往

不一定需要，强迫吃下去，就会损害消化系统，不

仅会影响正常食欲，久而久之还容易产生厌食，

“人体摄入饮食不光图口舌之快，还要讲究营养的

平衡。”他说。

“丧命式”吃播赢得了眼球，有了曝光率，负面

影响其实也显而易见。首当其冲的就是身体遭

殃。“‘丧命式’吃播，短期会造成消化系统的损害，

长期则引起肥胖症。而且，暴饮暴食让胃始终处

于饱胀状态，容易导致饮食积滞，引起胃胀，严重

者造成胃糜烂、胃溃疡，甚至胃穿孔等病症。”刘渊

说，中国 2000 年前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就明确

指出，“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吃播已经由最初的直播吃饭发展为“吃货

大比拼”。观察直播平台可以发现，很多吃播或

以量取胜，主播吃进一大锅五花肉、海鲜等；或

以奇取胜，直播吃虫、吞蛇等；或以骗取胜，通过

假吃、切镜头等方式欺骗粉丝，达到引流、固粉、

变现的目的。

这些千奇百怪的吃播存在着其他的疾病隐

患 。“不 少 吃 播 为 了 博 眼 球 而 进 食 一 些 特 殊 食

材，如生食海鲜及各种肉类，殊不知，这种吃法

易导致细菌性胃肠炎，多种寄生虫病；还有的吃

播以进食各种刺激性的食物吸引粉丝，但过辣

等刺激性的食物，易导致急性胃溃疡、消化道出

血，甚至令人痛苦不堪的痔疮肛裂等疾病。”杨

鹏表示。

不仅是儿童进食过量后容易疲倦，成人也会

因为进食过量而出现疲倦、无力等症状。杨鹏告

诉记者，饱食之后，身上的血液都集中到肠胃系统

去“工作”了，大脑供血减少，就容易让人处于疲劳

状态，昏昏欲睡，工作学习效率低下。“需要注意的

是，进食过量不仅易引起肥胖，也是目前一系列

‘富贵病’的推手。”

暴饮暴食会招来系列“富贵病”

幼时超重的负面影响幼时超重的负面影响
并非需要减肥这么简单并非需要减肥这么简单
李 迪 本报记者 盛 利

现如今，很多老人都认为“孩子胖点无所谓”

“长大自然就瘦了”，而这些观念很可能是导致孩

子发胖、变成“小胖墩”的重要因素。

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肥胖呈明显的家

族聚集性，父母双亲都肥胖的子女发生肥胖的几

率约 70%—80%；双亲之一肥胖，子女有 40%—50%

发生肥胖；双亲均不肥胖的，子女只有 10%—14%

发生肥胖。

专家表示，家庭遗传因素是导致孩子发胖的

原因之一，而父母的饮食习惯、生活规律均会影

响孩子。此外，儿童肥胖还受后天饮食习惯、生

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大量进食甜食和油炸食

品、长期静坐、缺乏运动锻炼等均是引发肥胖的

因素。

新华社讯（记者王秉阳）记者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2020年 9

月 1 日是第 14 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国家卫健委在 9 月会开

展 2020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

本次宣传主题为“健康要加油，饮食要减油”。此外，国家卫健

委还发布了十条减油宣传核心信息：

（一）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

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影响健康。

（二）植物油和动物油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

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

（三）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不超过 25克。

（四）烹饪时多用蒸、煮、炖、焖、凉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锅、烤

箱、电饼铛等烹调器，均可减少用油量。

（五）家庭使用带刻度的控油壶，定量用油、总量控制。

（六）高温烹调油、植物奶油、奶精、起酥油等都可能含有反式

脂肪酸。要减少反式脂肪酸摄入量，每日不超过 2克。

（七）少吃油炸香脆食品和加工的零食，如饼干、糕点、薯条、薯

片等。

（八）购买包装食品时阅读营养成分表，坚持选择少油食品。

（九）减少在外就餐频次，合理点餐，避免浪费。

（十）从小培养清淡不油腻的饮食习惯。

国家卫健委建议

每天烹调油摄入量不超过25克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3岁小女孩佩琪最近成了“网红”，然而

并非因为她天真无邪、无忧无虑，而是其与

年龄极不匹配的体重—— 医疗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