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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75~2005年间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抗癌药物多达59种，美国在癌症研究上投
入的经费高达2000亿美元，但癌症死亡率却始终维持在2‰基本不变。
11月22日出版的《自然》杂志推出“展望”专栏，以《物理学家对付癌症》为题收入十几篇评
论文章及背景文稿，集中介绍了在生命科学家与癌症搏斗陷入进退维谷之际，物理学家如何介
入癌症研究。
为何邀请“外行”参与癌症研究？难道由生命科学家主导的癌症攻坚之路走偏了？物理学家能
否在癌症的诊断与治疗策略上完成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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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王福生：翻过乙肝治疗“三座山”

路越走越窄

王福生（左一）在工作(图片来源：科
学网)对于302医院肝病生物治疗研究
中心主任、全军传染病… 【更多】

应该说，由生命科学家主导的癌症攻坚之路这些年来已经越走越窄了！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至
今还没有找到癌症的起因，有人说癌细胞起源于干细胞，也有人说癌干细胞来自癌细胞，但癌

谭晓华：癌症治疗新的里程碑—肿
瘤免疫疗法

细胞究竟如何起源仍然完全不清楚。不难想象，一个不明病因的疾病何以做到既能“治标”又
能“治本”？

谭晓华，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
师，北京军区总医院中心实验科主
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肿瘤的免疫…
【更多】

其次，癌症的治疗一是手术切除，二是放疗，三是化疗，其总的治则是根除癌细胞。可是，无
论何种治法，病灶消失后，病因未消除，复发就是必然的。

高岱清：倡导多靶点免疫综合治疗

另外，化疗药无靶向性，不仅无法根除癌细胞，而且还诱发癌细胞产生抗药性，最终必然让癌

目前，传统的肿瘤三大治疗方式难以
彻底解决肿瘤的问题，尤其是化疗，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声音。… 【更
多】

症患者陷入无可救药、万劫不复的境地。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生命科学家缺乏物理学家的立体思维。那么，在此癌症攻坚之战
中，物理学家可以有何作为呢？
攻坚需要“新思维”
40年前的癌症研究一直由物理学家与生命科学家共同承担，德国伦琴发现X射线、法国维拉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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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γ射线、居里夫人因发现镭而获得诺贝尔奖后，放疗（包括伽马刀）就成为癌症的常规治法
并沿用至今，但此后癌症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细胞学而与物理学分道扬

生物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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镳了。

路明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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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物理学家仍然关注癌症。在美国圣塔芭芭拉的Kavli理论物理学研究所，每年都会举

昆明莫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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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10场物理学领域的前沿讨论会，时间长达两到三个月。今年5月21日至7月13日举行的研讨会

浩鼎生物

主题是“癌症的物理学与数学”。

研发助理

据物理学与癌症网站介绍，今年以来，物理学家们已在世界各地组织了5场专题研讨会，最近的
一次是11月份的“癌症的药物与免疫抗性理论基础”小型会议。
据去年《自然》杂志发表的《物理学遭遇癌症：破解者》一文介绍，理论物理学家保罗·戴维
斯在他65岁那年，接到时任美国癌症研究所副所长的安娜·巴克女士的一通电话，邀请他参加
一个“抗癌战争”的研讨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以便让肿瘤学家与物理学家碰出些新思维的“火
花”。
巴克组织的这个研讨会最终促成了美国在2009年底成立12个物理学—肿瘤学中心，而戴维斯就
是其中一个中心——“超越”科学基本概念中心的负责人，并且还是“物理学遭遇癌症”总体
项目的主要参与者。
最近，戴维斯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查尔斯·莱恩威弗合作，以进化观点为基础，发展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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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癌症的新理论——返祖假说。他们认为，癌症可能是一种古老生命形式的复苏。戴维斯
说：“变异的积累破坏了后生动物进化过程中的基因调控，因此重新激活一种用于预编程行为
的古老的基因工具箱。”
物理学家看“癌”：旁观者清
在物理学家看来，以往的癌症研究过分注重基因“细节”，反而忽略了“主体”，人们不知
道“生命机器”的崩溃究竟是哪儿出了错？事实上，如今有关肿瘤的基因组、转录物组、蛋白
质组、代谢物组数据堪称海量，但它们并未帮助生物学家彻底厘清肿瘤发生的头绪。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的整合数学、放射学、肿瘤学家罗伯特·葛特柏却不以为然。他反驳
道：“对控制生物社会原则的了解不一定需要——甚至可以忽略——遗传学。”为此，他还以
穴居鱼类为例，说明复杂的基因数据代替不了简单而直观的生物学观察。

最新行业会议
2013生物制药工程论坛
2013年5月15-16日 中国上海
第三届生物仿制药高峰论坛
2013年5月15-16日 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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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癌症教科书都开宗明义地写道：“癌症是一种基因疾病。”但是，物理学家认为，癌症并
非基因突变所致，而是一种发育病，其扩散是受作用于细胞的物理力影响的结果。在生物体

骨科高质量学术论著发表策略研讨会
2013年3月30-31日 中国 上海

内，细胞无时无刻不被暴露在物理力的作用之下，如收缩力、舒张力、流体静压力和机械剪切
力等。
为此，他们倡议创立癌症力学及物理肿瘤学，专门致力于研究癌细胞分裂、互作、信号、运动
和接触，从生物学家不擅长的三维角度阐释肿瘤浸润和转移的机理。
如何大显身手
纳米给药工具：用纳米技术制造的药物载体能将化疗药物准确地运送到病灶部位（器官靶
向）。一种新发明的“通讯化疗”方法如下：1）给肿瘤注射金纳米棒；2）施加电磁波；3）纳

论坛热帖
SCI文章发表写作投稿解惑专题
【谷友译站11.24.】10个有前途的治疗性疫苗
《科学》Science全文下载20111125
《自然》Nature 全文下载 20111124
《细胞》Cell 全文下载2011年11月23日
晒晒求职面试那些事！！！

米棒加热肿瘤；4）热量导致信号级联引起血液凝聚；5）载药纳米颗粒注射入血受信号级联吸

招兼职翻译，MedSci兼职学术编辑团队等的就是你！

引向肿瘤集中。

Wiley出版的 实验室指南(Current Protocols)系…

单细胞成像：基于物理学原理的诊断工具能在发病早期鉴定肿瘤所在。一种新型单细胞诊断工
具——Cell-CT癌扫描系统的工作过程为：1）包埋在凝胶内的细胞依次通过玻璃毛细管；2）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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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玻管旋转，每个细胞从各个角度被扫描，生成一套连续图像；3）计算机程序将全部图像合成
细胞三维影像；4）根据最终细胞三维影像分析癌细胞的结构异常。
细胞弹性测定：让肿瘤细胞沿着一个两侧安装激光器及下层配备摄像头的通道移动，受两束方
向相反的激光照射及离开激光束照射区后，细胞将发生从压缩到松弛的形态变化，从留下系列
活动图像可判断肿瘤进展程度并预测实体瘤浸润及转移倾向。通常细胞弹性（收缩性）大小预
示肿瘤进展期晚近，细胞越柔软，转移倾向越强。处于G1期的乳腺瘤细胞的弹性与正常乳腺细
胞相近，而G3-细胞弹性增强，G3+细胞弹性最强。
肿瘤增殖数字模拟：计算机模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癌症研究中物理学、基因学和细胞学的相互
作用。数学模型可以预测肿瘤的发展趋势（滋生抗药性或肿瘤转移倾向）以及提供最有效的给
药方案（防止复发和恶化）。
物理学家的介入目前只能改良癌症的诊断和治疗效果，还不能治愈癌症。人类要彻底打败癌
症，必须发起一场突破性思维革命，其前提就是首先回答癌症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若物理学家善用“立体”、“系统”的思维习惯，就可能从炎症微环境与微生物菌群相互作用
的角度找到炎症刺激与肿瘤发生的“蛛丝马迹”。
聪明的物理学家们，挽救癌症患者的生命，你们准备好了吗？（生物谷Bioon.com）
（作者系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美国植物生物学者学会会员）
NATURE | OUTLOOK: Physical scientists take on cancer
(责任编辑：yan.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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