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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关于试用中国知网数据库合作的外文数据库的通知 

为满足我院医务工作者对临床医教研文献的需求，经我院图书馆和中国知网联系，试

用 EBSCO 系列数据库，欢迎广大医务工作者使用后多提宝贵建议。 

EBSCO 系列数据库访问网址：search.ebscohost.com      

用户名：syyfy2016  

密  码：jdyfy 

EBSCO 包含的数据库名称及其简介： 

1、EBSCO--Medline 医学文献数据库（综合版） 

  属于当前国际上最权威的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不仅收录全部 5600 余种摘要，还补 

全了 2300 余种全文； 

  SCI 期刊覆盖达到 80%； 

  支持医学主题词（MeSH）检索； 

  涉及医学所有学科。 

2、EBSCO--护理学数据库（综合版） 

  提供世界上最全面的护理医疗资源，收录 5000 多种学术文献； 

  内容来源美国护理协会、国际护理联盟组织及护理卫生科学联盟组织等。 

  支持主题词表(CINAHL Headings)检索。 

  主题覆盖：生物医学、消费者健康、补充/替代医学、健康科学、护理学专职护理学科等。 

3、EBSCO--DynaMed 循证医学数据库 

  逾 30,000 种单一主题资讯, 汇集成 3,200 组临床医学主题，覆盖 42 个医学分科、1,800 

多项医学临床课题； 

  提供三级证据和建议等级、每篇文章经过七大步骤撰写； 

  能够辅助诊断和治疗、进行药品检索和医药方程式计算； 

4、EBSCO-医务管理全文数据库  

5、EBSCO-牙医与口腔卫生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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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1、Nature：终于！科学家发现了幽门螺杆菌这个大坏蛋引发胃癌的可能机制 

2017 年 8 月 16 日，来自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感染生物学研究所的 Thomas F. Meyer 博士

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合作首次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导致胃癌的可能机制。他

们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可能通过诱导胃粘膜下方干细胞的过度增殖，致使干细胞在增殖

过程中积累大量的 DNA 损伤，从而诱导癌症的发生。这一发现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Meyer 博士 

 
1875 年，德国一些学者首次在人体的胃中发现了一种螺旋细菌，但因无法在容器中培

植，研究结果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直到一个世纪之后，1982 年，两名来自澳大利亚的

科学家，鲁宾华伦和巴利马歇尔再次分离出该种细菌，并发现这一细菌是导致胃溃疡的“元

凶”，才让人们对幽门螺旋杆菌产生了狂热兴趣。这一发现于 1983 年发表在《柳叶刀》杂

志上。二人也因此获得了 2005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2005 年诺贝尔奖颁奖晚会上鲁宾·华伦和巴利·马歇尔博士 

而随后的大量研究发现，幽门螺杆菌不仅可以通过感染胃粘膜细胞，引起胃溃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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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胃癌发生密切相关。例如，1991 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60%

的胃腺癌可以归因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因此，在 1994 年，幽门螺杆菌也被世界卫生组织

列为一级致癌物（对人体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或混合物，如黄曲霉素，砒霜等等）。 

在我国，幽门螺杆菌的总体流行率还是很高的。根据 2002 年-2004 年对我国 19 个省市

自治区一般人群 26341 人进行的一项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我国的幽门螺杆菌的总感染率超

过 56%，其中广东地区最低为 42%，西藏最高为 84.6%。也就是说，在我国平均每两个人

中就有一个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 

同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4 年的统计资料，我国胃癌死亡人数占全球胃癌死亡人数

的比例高达 47%。也就是说，全球近一半的胃癌患者死亡发生在我们国家。 

虽然，人们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的发生密切相关，但是与致癌病毒不同，细菌

不会将致癌基因转入宿主细胞内。因此，在此之前，人们并不清楚幽门螺杆菌是如何诱导

胃癌发生的。 

 

 

之前，马克斯普朗克的临床学家 Michael Sigal 就已经发现，幽门螺杆菌不仅仅只会感

染胃粘膜表面的细胞，而且还会侵入到胃粘膜深部，达到干细胞池。同时，Sigal 还观察到，

这些干细胞还会通过增加其分裂来对感染做出反应。是不是这个过程导致了胃癌？那具体

机制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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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表明，在正常干细胞增殖过程中，DNA 复制过程中产生的随机突变是一种强

烈的致癌因素，超过遗传以及环境因素等。因此，幽门螺杆菌很有可能是通过促进胃粘膜

干细胞的过度增殖，引起大量 DNA 损伤，最终诱导胃癌的发生。 

为了确定幽门螺杆菌具体是如何促进胃粘膜干细胞增殖的。Meyer 博士采用单分子原

位杂交技术对小鼠胃粘膜干细胞进行系统分析。结果发现，小鼠的胃粘膜下，位于胃腺基

底的干细胞池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干细胞。一种干细胞分化程度低，增殖能力强，另一

种分化程度较高，增殖能力较弱。 

 

同时，Meyer 博士还发现，当幽门螺杆菌侵入时，胃粘膜下方的间质成纤维细胞会分

泌一种名为 R-脊髓蛋白（Rspo）的物质，作用于胃粘膜下方干细胞池，激活干细胞的 WNT

通路调节干细胞的增殖以应对幽门螺杆菌感染。 

但是，Meyer 博士发现，这两种细胞对 WNT 通路的反应是不同的。正常 Rspo 作用于

分化程度低，增殖较快的干细胞在后，会使干细胞的增殖速度显著加快，导致其过度增殖。

而 Rspo 作用于增殖较慢的细胞后，会显著抑制其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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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Sigal 博士所说，“由于幽门螺杆菌引起感染机体无法自我治愈，因此，若不治疗，

幽门螺杆菌可能长期持续刺激间质成纤维细胞分泌 Rspo 来刺激干细胞分裂，这也许足以解

释为什么幽门螺杆菌感染会显著增加胃癌风险。” 

总的来说，Meyer 博士的研究揭示了慢性细菌感染是如何干扰组织的功能的，并提供

了关于幽门螺杆菌如何增加胃癌风险的首个宝贵线索。而我国人口基数大，幽门螺杆菌的

感染率高，这也是我国胃癌发病人数以及死亡人数如此之高的可能原因。而此前的研究表

明，进行幽门螺杆菌根治治疗可以减少 65%的胃癌风险。因此，为了减少胃癌的发生，感

染者还是应该尽早接受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 
原文出处：Michael Sigal, Catriona Y. Logan,Marta Kapalczynska,et al.Stromal R-spondin 

orchestrates gastric epithelial stem cells and gland homeostasis.doi:10.1038/nature23642 

2、Gut：重磅！伦敦癌症研究中心科学家找到食管癌的软肋，有望拯救近半

数的食管癌患者 

8 月 22 日，来自伦敦癌症研究所 Christopher Lord 教授的科研团队在胃肠病领域顶级期

刊《Gut》杂志上刊登了一项关于食管癌治疗的突破性发现[1]，他们可能找到了食管癌的软

肋。 
他们发现，通过使用小分子干扰 RNA 抑制靶向 Bruton 酪氨酸激酶（BTK）的活性，

可以显著抑制 MYC/ERBB2 基因活性上调的食管癌细胞的增殖。同时，研究人员还发现，

目前 FDA 已经批准的用于治疗多种癌症的 BTK 抑制剂 ibrutinib，同样可以显著抑制食管癌

细胞的增殖，并且与小分子干扰 RNA 活性相当。 

由于近半数的食管癌患者体内都会出现 MYC/ERBB2 基因活性上调[2]。这意味着，近

半数的食管癌患者将有望从这一发现中受益。 

 
Lord 教授 

食管癌是一种在发展中国家属常见肿瘤，我国更是食管癌发生大国。2014 年世界卫生

组织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食管癌患者人数已经占到了全球患者的一半，同时，全球近 45
万死亡病例中，有 49%发生在我国[3]。特别地，河南、四川、福建和广东等都是我国食管

癌高发地区，河南安阳、河北邯郸以及晋东南地区食管癌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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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食管癌侵袭性特别强，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就已经是中、晚期了，无法进行手术

治疗。而就算有小部分患者可以进行手术治疗，食管癌术后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此外，除

了手术之外，食管癌目前可用的临床治疗方案非常有限。因此，食管癌患者总体的 5 年生

存率只有 19%[4]。 

 
食管癌常见的临床症状 

食管癌可以分为食管腺癌（EAC）以及食管鳞癌（ESCC）两大类。目前对于 EAC 的

治疗有基于顺铂，紫杉烷类，喜树碱类的化疗。同时，化疗无效的 EAC 患者还有一些靶向

药物可以选择，例如靶向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的 ramucirumab，尽管这些治疗方案的效

果并不是很好[5]。 

而对于 ESCC，除了化疗之外目前还没有靶向药物被批准用于 ESCC 的治疗。也就是

说，一旦一线化疗方案失败，将没有任何治疗方案可供 ESCC 患者选择。但是，偏偏 90%

的食管癌患者都属于 ESCC[3]。因此，寻找食管癌治疗新方案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对那些无

药可用的 ESCC 患者。 

Lord 教授长期致力于食管癌的研究。而为了找到合适的治疗食管癌的药物，Lord 教授

的想法非常“简单粗暴”。既然，癌细胞是由基因突变产生的，同时，癌细胞的生长增殖往

往很依赖于某些活性上调的基因，即促癌基因，而正常的细胞不会。那么，这些癌细胞所

依赖的基因，以及其控制的下游通路同时也是治疗癌症很有希望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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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了找到这些潜在的靶点，Lord 教授的做法更加“简单粗暴”。首先，Lord 教授选

择了 17 种常见的食管癌细胞系（包括 8 中 EAC 细胞系以及 9 种 ESCC 细胞系）进行实验。

收集了这 17 种常见的食管癌细胞的基因数据，并按癌细胞内促癌基因的类型进一步将这些

细胞分类。例如，MYC 基因活性上调的癌细胞归为一类。 

随后，Lord 教授直接用 80 种临床上常用的或者处于研发后期的抗癌药物来处理这些细

胞（这些药物的作用靶点是完全不同的），以收集不同类型的食管癌细胞对于这些药物的敏

感性数据。同时，Lord 教授还找到了 714 种已知的靶向与癌症相关激酶的小分子干扰

RNA[6]，同样用这些小分子干扰 RNA 处理所有不同类型的细胞，以收集癌细胞对这些激酶

调控的基因的依赖性数据。 

通过整合这些数据 Lord 教授发现，常见的促癌基因 MYC 活性上调的食管癌细胞对于

靶向布 BTK 的小分子干扰 RNA 异常敏感。靶向 BTK 的小分子干扰 RNA 可以显著抑制

MYC 基因活性上调癌细胞的生长增殖。 

 

由于 FDA 已经批准 BTK 抑制剂 ibrutinib 用于多种的癌症治疗[7,8]，同时，已知 ibrutinib

还能直接抑制促癌基因 ERBB2 的活性[9]。因此 Lord 教授便同时测试了 ibrutinib 对于 MYC

以及 ERBB2 基因活性上调的食管癌细胞的效果。 

结果，Lord 教授惊喜的发现，ibrutinib 与靶向 BTK 的小分子干扰 RNA 效果相似，同

样可以显著抑制 MYC 基因活性上调食管癌细胞的生长增殖。不仅如此，对于 ERBB2 基因

上调的食管癌细胞，ibrutinib 同样有效。 

最后，研究人员还发现了 ibrutinib 抑制 MYC 或者 ERBB2 基因上调癌细胞的机制。

ibrutinib 可以选择性诱导 MYC 以及 ERBB2 基因活性上调的癌细胞在有丝分裂时，停止在

G1 期，随后引发癌细胞凋亡，从而发挥抗癌作用。 

由于 ibrutinib 此前已经被 FDA 批准用于其他类型癌症的治疗。所以 ibrutinib 的安全剂

量范围是已知的。因此，Lord 教授已经开始进行二期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 ibrutinib 对于

MYC 以及 ERBB2 基因活性上调患者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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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此前的研究表明，ERBB2 基因在 11%的 ESCC 患者以及 32%的 EAC 患者中活

性显著上调。而 MYC 基因活性同样在 23%的 EAC 患者以及 32%的 ESCC 患者体内上调[2]。

这意味着，一旦 ibrutinib 在人体实验中被证明有效，那么近半数的食管癌患者将会从中受

益。 

 

 

总的来说，这一发现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此前研究表明，无论是化疗还是仅有的针对

EAC 的靶向治疗，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都在 7 个月左右[10]。因此，大部分患者在治疗过程

中会经历癌症的复发。而此时，占比 90%的 ESCC 患者已经无药可用。这也可能是食管癌

5 年生存率如此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也期待 ibrutinib 能在针对食管癌的二期临床中取得

良好效果。 

原文出处： 
1．Irene Yushing Chong1, Lauren Aronson, Hanna Bryant,et al.Mapping genetic vulnerabilities 

reveals BTK as a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 in oesophageal cancer. doi: 10.1136/gutjnl-2017-314408 
2．Cancer Genome Atlas Research Network. Integrated 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of oesophageal 

carcinoma[J]. Nature, 2017, 541(7636): 169-175. 
3．World Cancer Report 2014[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 

4．Rustgi A K, El-Serag H B. Esophageal carcinoma[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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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26): 2499-2509. 
5．Pozzo C, Barone C, Szanto J, et al. Irinotecan in combination with 5-fluorouracil and folinic 

acid or with cisplatin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or esophageal-gastric junction adenocarcinoma: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phase II study[J]. Annals of Oncology, 2004, 15(12): 1773-1781. 
6．Campbell J, Ryan C J, Brough R, et al. Large-scale profiling of kinase dependencies in cancer 

cell lines[J]. Cell reports, 2016, 14(10): 2490-2501. 
7．Byrd JC, Furman RR, Coutre SE, et al. Targeting BTK with ibrutinib in relapsed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N Engl J Med 2013;369:32–42. 

8．Wang ML, Rule S, Martin P, et al. Targeting BTK with ibrutinib in relapsed or refractory 

mantle-cell lymphoma. N Engl J Med 2013;369:507–16. 

9．Grabinski N, Ewald F. Ibrutinib (ImbruvicaTM) potently inhibits ErbB receptor phosphorylation 

and cell viability of ErbB2-positive breast cancer cells. Invest New Drugs 2014;32:1096–104. 

10．Bang YJ, Van Cutsem E, Feyereislova A, et al. Trastuzumab in combination with 

chemotherapy versus chemotherapy alone for treatment of HER2-positive advanced gastric or 

gastro-oesophageal junction cancer (ToGA): a phase 3, open-label,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The Lancet, 
2010, 376(9742): 687-697. 

3、Gastroenterology：中国科学家在食管癌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搞定食管癌，

还是得靠我们中国自己的科学家” 

两周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林东昕院士和吴晨教授在消化领域顶级

期刊《Gastroenterology》上发表研究，他们发现 BRCA1 相关蛋白 BRAP 是食管鳞状细胞

癌（ESCC）发展、转移的重要蛋白，显著增强了 ESCC 的侵袭性！这也为 ESCC 的精准治

疗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靶点。 

 
林东昕院士 

ESCC 占全部食管癌的 90%，我国食管癌患者也主要表现为鳞癌。食管癌在发展中国

家属常见肿瘤，我国更是食管癌发生大国，河南、四川、福建和广东等都是高发地区，河

南安阳、河北邯郸以及晋东南地区食管癌死亡率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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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WHO 的统计，我国食管癌患者占到全球患者的一半，死亡人数也占到 49%！食

管癌侵袭性强，缺乏特异性，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就已经是中、晚期了，5 年生存率只有 39%

和 4%。 

这次研究的两位通讯作者之一的林东昕院士是我国著名的肿瘤遗传学专家，另一位 80
后的吴晨教授对于“吃瓜群众”来说可能更为熟悉，因为她曾是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

学家奖”的九位获奖者之一，被各路媒体称赞“既有颜值，又有实力”。 
吴晨教授致力于研究食管癌等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希望推动食管癌的精准治疗。在接

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吴晨教授表示，有一位食管癌领域的前辈曾说过，食管鳞癌的问题只

能靠我们中国的科学家自己来解决。 

 
吴晨教授 

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吴教授曾连续 4 年在《Nature Genetics》杂志上发表

文章，他们陆续发现了 11 个与 ESCC 发病风险或是患者预后及存活时间存在相关性的基因

座（以基因表达蛋白的功能划分，如果不同基因功能相近，那么可以看做是一个基因座上

的）。 
患者的预后和存活时间与肿瘤的侵袭性和转移能力密切相关，于是研究人员希望在这

些“候选人”中确定是不是真的有哪位促进了 ESCC 的进展，增加了肿瘤的侵袭性和转移，

将相关性进一步确定为因果性。 
在这次新的研究中，他们对相关的 47 个基因及表达的蛋白进行了逐一地排查，最终发

现，BRCA1 相关蛋白（BRAP）正是他们要找的这个“关键一号”。 
在体外的 3 个癌细胞系的实验中，47 个基因中的 10 个促进了癌细胞的迁移，8 个抑制

了迁移。在它们之中，有两位表现特别“出色”，一个是糖蛋白基因 AHSG，还有一个就是

BRAP，当敲低它们时，三个细胞系中癌细胞的迁移都被抑制，而其他的都只能作用于一个

或是两个细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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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P 蛋白结构示意图 

接下来，研究人员检测了他们跟踪随访的 94 位确诊 ESCC 患者的 AHSG 和 BRAP 的

水平，利用统计学方法计算出了这两个基因与生存时间之间的相关性，发现高表达 BRAP

患者的死亡风险竟然会比低表达患者增加 141%（风险比 HR＝2.41）！此外，生存期缩短也

与 BRAP 的高表达显著相关（I、II 期患者风险比为 3.43，III、IV 期患者为 2.00）。90%的

肿瘤组织与非肿瘤组织相比都有 BRAP 的高表达，而 AHSG 却没有发现这些表现和相关性。 

 
患者生存率随时间变化曲线，左：全部患者；中：II 期患者；右：III、IV 期患者，红色曲线为 BRAP 高表达，蓝色为低表达 

于是研究人员开始专注于 BRAP，BRAP 是 BRCA1 的相关蛋白，可以识别 BRCA1 的

信号，在乳腺癌和卵巢癌中都发挥着作用。当研究人员将敲低了 BRAP 的癌细胞系转移到

小鼠体内后，与未敲低的相比，肿瘤的肺转移得到了很好的抑制。 
接下来就是探究原因的时候了，BRAP 是通过什么途径增加了癌细胞的侵袭性，导致

了 ESCC 的转移呢？通过对过去研究的回顾，研究人员发现敲低冠状动脉内皮细胞的 BRAP
会抑制 NF-κB（一种转录因子蛋白）信号通路，而 NF-κB 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又与多种癌

症的进展和转移有关。因此，研究人员猜测，可能在 ESCC 中，BRAP 也是通过 NF-κB 通

路来介导肿瘤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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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κB 结构 

通过抑制 BRAP 蛋白，研究人员发现 NF-κB 通路的信号有 90%被抑制，同时，NF-

κB 蛋白的核易位也被抑制。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正常细胞中，NF-κB 会和另一个抑制它

的蛋白结合形成复合体，这样的 NF-κB 处于失活状态，默默地生活在细胞质中，不能“搞

事情”。 

然而当出现了一些炎症因子或紫外线等外界刺激时，这个抑制蛋白会“背叛”、脱离它

们的复合体，被修饰后降解，没有了抑制蛋白，NF-κB 就从失活状态被“激活”了，挣脱

了“束缚”的它会迅速从细胞质进入细胞核，这就是 NF-κB 的“核易位”。进入细胞核后，

作为一个转录因子，它会诱导与它相关基因的转录，开启了 NF-κB 信号通路异常激活的

大门，NF-κB 就会开始“搞事情”，助力肿瘤的发展了。 

当研究人员刺激 BRAP 过表达时，NF-κB 的核易位也相应地增加了。这说明，ESCC

的发展是通过 BRAP 的过表达，刺激 NF-κB 核易位的发生，使得 NF-κB 信号通路被“打

通”，然后帮助 ESCC 发展和转移。 

当研究人员用 NF-κB 抑制剂 PDTC 来处理 ESCC 细胞系时，癌细胞的迁移和发展被

抑制，BRAP 的表达量也得到了控制。于是，研究人员坐实了他们的观点：ESCC 能嚣张地

发展和转移正是因为 BRAP 开辟了 NF-κB 这条“阴险小路”。 

用 PDTC 处理高表达 BRAP 的癌细胞系（绿色）、不用 PDTC 处理高表达 BRAP 的（红

色）和 BRAP 表达正常的对照组（蓝色）在迁移能力（migration）和侵袭性（invasion）的

对比，对照组设置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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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研究人员还一举发现了两个 BRAP 的帮凶——基质金属蛋白酶 9（MMP9）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C（VEGFC），它们也已经被发现可能会通过 NF-κB 来促进癌症的进

展或转移。在这次的研究中，ESCC 细胞系 BRAP 过表达也“带动”了 MMP9 和 VEGFC

水平的升高，相应的，敲低 BRAP 则明显降低了 MMP9 和 VEGFC 的水平。 

综合这些发现，研究人员总结，ESCC 的发展和转移是通过 BRAP—NF-κB 这条通路

导致的，这是首次揭示出过表达的 BRAP 是 NF-κB 信号通路异常激活的重要因素，也提

示其他的研究人员，BRAP 和 NF-κB 都可能是治疗 ESCC 潜在的重要靶点 。 

原文出处：Zhao Y, Wei L, Shao M, et al. BRCA1 Associated Protein Increases Invasiveness of 

Esophageal Squamous-Cell Carcinoma[J]. Gastroenterology, 2017. 

4、Nature：揭秘肠道菌群与人类细胞对话机制 有望帮助开发多种人类疾病的

新型疗法 

我们与居住在体内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菌群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彼此之间互

相帮助，这些微生物菌群甚至会说同一种语言，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上的研

究报告中，来自洛克菲勒大学及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了一些特殊的

共性，或能帮助科学家们对肠道菌群进行改造来帮助开发治疗人类多种疾病的新型疗法。 

研究人员 Sean Brady 表示，尽管在很多方面不同，但肠道菌群和人类细胞能够根据配

体分子以一种相同的化学语言来进行沟通交流，基于此，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方法来对

肠道菌群进行遗传工程化操作使其产生特殊的分子，通过改变人类机体的代谢来潜在地治

疗多种人类疾病，通过引入修饰后的肠道菌群就能够帮助降低动物机体的血糖以及其它代

谢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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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模拟 

研究人员开发的方法涉及配体的锁钥关系，配体能够与人类细胞表面的细胞膜上的受

体进行结合来产生特殊的生物学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由细菌产生的特殊分子就能够模拟

人类的配体，同一系列名为 GPCRs 的受体分子进行结合（GPCRs：G 蛋白偶联受体）。很

多 GPCRs 与多种机体代谢疾病的发生直接相关，同时其也是很多药物疗法的常用靶点，通

常 GPCRs 存在于胃肠道中，当然胃肠道中也是肠道菌群的栖息地，研究者认为，如果你想

要和细菌对话，那么胃肠道就是绝佳的地方。 

这项研究中，研究者 Cohen 及其同事对肠道菌群进行工程化操作使其产生特殊配体 N-

酰胺，这种配体能够同名为 GPR119 的特殊人类受体分子结合，GPR119 主要参与人类机体

中葡萄糖和食欲的调节，此前研究者也发现该受体能够作为治疗糖尿病和肥胖的特殊靶点

分子。研究者表示，他们所开发的细菌配体几乎同人类配体结构完全相同。 

操作系统 

研究者表示，机体中所有细菌中的所有基因在某一个时刻都能够被测序，在过去研究

中，研究者 Brady 的实验室从土壤中“发掘”了很多微生物并试图从这些微生物机体中寻

找天然的治疗制剂，而研究者 Cohen 则对人类粪便样本开始进行研究试图寻找能够进行工

程化操作的肠道菌群，研究者发现他们能够对这些特殊细菌进行培养并且将其置于大肠杆

菌中促其生长，随后就能够看到大肠杆菌能够工程化制造哪些细菌了。本文研究仅仅是研

究者开始深入探究肠道菌群的第一步，后期他们将会通过更为深入的研究来扩展与人类机

体相互作用的肠道微生物菌群的理解。 

原文出处：Louis J. Cohen,Daria Esterhazy,Seong-Hwan Kim, et al. Commensal bacteria 

make GPCR ligands that mimic human signalling molecules. Nature (2017) 
doi:10.1038/nature23874 

5、JCEM：关于自身免疫多腺体综合征又有了新发现！ 

自身免疫多腺体综合征 1 型（APS-1）是一种罕见的单基因遗传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是

由自身免疫调节因子（AIRE）基因突变引起的，表现为慢性皮肤粘膜念珠菌病（CMC）、

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HP）和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AI）。然而大队列患者的综合

表征却缺乏。 

近日在 JCEM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则对俄罗斯全国范围的 APS-1 患者进行了一项广泛的

临床、免疫和遗传特性的研究。所纳入的研究对象通过系统调查映射，血清筛查与 APS-1

相关自身抗体，并通过 Sanger 测序确定 AIRE 突变。 

该研究共纳入了 112 例 APS-1 患者，这是目前已知最大的队列研究。仔细分型揭示了

几个新的和不常见的表现，例如小脑共济失调性、上睑下垂、视网膜色素变性。干扰素（I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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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中和抗体除了一例患者在其他患者中均发现。Finnish 突变 c.769C＞T（p.R257 *）是最常

见的，发生在 72%的等位基因。尽管发现 19 种不同的基因突变，9 种是新的：c.38T＞C

（p.L13P）、c.173C＞T（p.A58V）、c.280C＞T（p.Q94 *）、c.554C＞G（p.S185 *）、c.661A

＞T（p.K221 *）、c.821del（p.Gly274Afs *104）、c.1195G＞C（p.A399P）、c.1302C >A（p.C434 

*）、c.1497del（p.A500Pfs *21）。 

由上述研究可以发现 APS-1 患者的表型和 AIRE 突变频谱得以扩展。Finnish 突变在俄

罗斯是最常见的突变，几乎和在 Finnish 一样普遍。IFN 抗体的检测是 APS-1 强大的筛选工

具。 

原文出处：Elizaveta M. Orlova.et al. Expanding the phenotypic and genotypic landscape of 

autoimmune polyendocrine syndrome type-1.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7. 

6、PNAS：破解 100 多年科学难题 揭秘甲状腺激素如何促进红细胞产生！ 

一个多世纪以来，临床医生们都认为甲状腺功能低下症患者更易于发生贫血，甲状腺

功能低下通常是因为碘摄入不足而引发的；但目前研究人员并不清楚甲状腺激素和血液红

细胞产生之间的关联，日前，来自怀海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调查了甲状腺激素和

红细胞之间的关联，相关研究刊登于国际杂志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上。 

 
图片来源：medicalxpress.com 

在红细胞发育期间，特殊的骨髓干细胞会通过多个步骤成熟，直到其最终开启基因表

达血红蛋白和其它红细胞蛋白，从而就转变成为成熟的红细胞；此前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

现，血清中的血细胞祖细胞能够帮助开启所有合适蛋白的表达进而促进骨髓干细胞转化成

为成熟的红细胞。研究人员想知道是否血清中存在某些东西是开启干细胞转变成为成熟红

细胞的关键因素，为了缩小研究范围，研究者 Gao 及其同事将血清通过标准的实验室过滤

器进行过滤来深入研究寻找线索；研究者发现，一旦被过滤后，血清就不再能够支持红细

胞产生了，研究者推测，一种被过滤器中活性炭捕获的疏水性分子就是红细胞成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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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将甲状腺激素甲状腺素加入到血清中时，红细胞祖细胞就会再次开启成熟的步骤，甲状

腺激素的角色在刺激红细胞成熟过程中非常重要，如果在早期阶段添加到血清中时，红细

胞就会缩短它们发育成熟的过程。 
随后研究者阐明了甲状腺激素对红细胞成熟效应背后的分子机制，它们指出，成熟红

细胞中或许存在某种受体能够与甲状腺激素相结合，此外研究人员还鉴别出了一种对于甲

状腺激素刺激非常必要的关键蛋白，该蛋白或许能够扮演红细胞产生最后关键步骤的调节

子。随着研究人员深入理解甲状腺激素和红细胞成熟之间的关联，他们或许就能够开发出

新型的疗法来诱导特殊贫血症患者机体中红细胞的成熟，当然这还包括一些甲状腺功能低

下的患者。 
原文出处：Xiaofei Gaoa, Hsiang-Ying Leea, Wenbo Li, et al. Thyroid hormone receptor 

beta and NCOA4 regulate terminal erythrocyte differenti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DOI: 10.1073/pnas.1711058114 

7、Leukemia：中科院广州生物院在 CAR-T 细胞免疫治疗研究上取得新进展 

近日，白血病领域权威杂志 Leukemia 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李鹏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构建了包含 TLR2 共刺激信号的第三代嵌合抗原受

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分子，并证明了 TLR2 共刺激信号提高了 CAR-T 细

胞杀伤肿瘤的功能。这一研究为天然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在 CAR-T 细胞治疗中的联合效应提

供了理论基础，并开拓了 CAR 分子设计的新思路。 

CAR-T 细胞治疗是近年来肿瘤免疫治疗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疗法，其中针对 CD19 的

CAR-T 已经在临床试验中获得很好的疗效。CAR 分子赋予 T 细胞特异性识别杀伤肿瘤细胞

的功能，该膜分子胞外有识别抗原的 ScFv 段，胞内含有传递活化 T 细胞和介导 T 细胞杀

伤功能的结构域。CAR 分子的设计对 CAR-T 的最终疗效至关重要。其中共刺激分子如

CD28，41-BB 等为 CAR-T 细胞的功能提供必要的辅助。然而，CAR-T 细胞疗法在针对其

他抗原或实体瘤中作用不明显，因此 CAR 分子的设计还需要新的共刺激分子，以增强并维

持 CAR-T 细胞对血液瘤和实体瘤的功能。 

天然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相互作用是人体免疫系统发挥功能的重要模式。为了在 CAR

分子中借鉴和模拟这一模式，该研究将天然免疫系统的重要受体 TLR2 的胞内信号传递结

构域引入到 CAR 分子中，构建了包含 TLR2 的 CAR 分子 1928zT2 和 m28zT2，分别针对表

达 CD19 的 B 细胞白血病和表达 mesothelin 的实体瘤。体外结果表明，TLR2 的加入促进了

CAR-T 细胞针对白血病细胞和实体瘤细胞的杀伤，以及抗原诱导的细胞因子 IL2，IFN-g

和 GM-CSF 的分泌。 

通过免疫缺陷小鼠构建的人源化异种移植（PDX）模型的体内实验表明，带 TLR2 的

1928zT2 T 细胞比 1928z T 细胞具有更强的杀伤白血病细胞作用和分泌细胞因子功能，并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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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B 细胞白血病 PDX 小鼠的存活；同样的，带 TLR2 的 m28zT2 T 细胞也比 m28z T 细胞

具有更强的体内杀伤肺癌细胞系的功能。机制研究中，该研究应用 RNA-seq 比较了 TLR2

加入后 CAR T 细胞在抗原刺激或不刺激的情况下基因表达情况，结果表明 TLR2 能上调的

基因与细胞黏附与迁移有关，体外细胞侵袭实验也表明 TLR2 能增强 CAR-T 细胞的迁移能

力。 

CAR-T 细胞的潜在毒性是临床应用的主要障碍之一，TLR2 的加入增强了 CAR-T 的杀

伤功能，但也可能提高 CAR-T 细胞的毒性。为了验证含 TLR2 的 1928zT2 T 细胞在人体内

是否安全有效，该研究还在一名 B 细胞急性白血病患者身上进行了临床试验：将 5e4/kg 低

剂量的 1928zT2 T 细胞回输患者后，患者迅速产生了应答，并在 20 天左右获得了白血病细

胞的清除，在 51 天时检测结果显示为完全缓解。因此，临床结果表明 TLR2 加入 CAR 分

子这一设计安全有效的。 

 
含 TLR2 的 1928zT2 T 细胞使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获得完全缓解 

原文出处：Y Lai, J Weng, X Wei, et.al. Toll-like receptor 2 costimulation potentiates the antitumor 

efficacy of CAR T Cells. Leukemia 

8、NEJM：免疫疗法“CAR-T”首次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治疗临床试验结

果问世 

在最近发表在《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一篇文章中，来自麻省总医院的

研究者们发表了利用新型的，基于免疫系统的治疗方案的成功案例。实验结果表明，CAR-T

疗法能够显著降低扩散性大型 B 细胞淋巴瘤患者大脑的恶化程度。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关

于 CAR-T 疗法在治疗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中的作用。此外，当接受 CAR-T 治疗两月后皮

下肿瘤开始复发时，研究者们通过活组织检查的方法，能够激活 CAR-T 细胞重新扩增以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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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肿瘤的恶化趋势。尽管该名患者在接受 CAR-T 疗法之后一年仍然因肿瘤复发而死亡，但

脑部的肿瘤从没有再次发作。 

 
（图片摘自 www.pixabay.com） 

CAR-T 疗法是利用患者自体的 T 细胞，经过体外培养以及遗传性修饰后靶向癌细胞进

而进行杀伤的治疗方法。在这项研究中，作者利用患者体内的 T 细胞表达能够识别 CD19

（特异性表达在 B 细胞癌或 B 细胞淋巴瘤表面）的嵌合受体分子。这名患者是年龄为 68

岁的女性，此前接受常规化疗以及干细胞移植疗法均没有阳性反应。在接受此次临床试验

时，她的大脑右侧额叶区已经出现了新的癌化病灶。 

在接受了 CAR-T 疗法之后的一年内，患者的大脑病灶出现了完全的衰退，两个月后出

现的新的病灶也在 CAR-T 细胞的作用下得到了抑制。血液检测结果表明其体内靶向 CD19

的 CAR-T 细胞与肿瘤的衰退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虽然此前已经有研究证明 CAR-T 细

胞能够受到免疫相关药物的刺激而激活，但这项研究首次证明了活组织检查的手段也可以

起到相同的效果。 

原文出处：Jeremy S. Abramson et al, Anti-CD19 CAR T Cells in CNS Diffuse Large-B-Cell 

Lymphom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7). DOI: 10.1056/NEJMc17 

9、癌症新突破:新的细胞死亡技术比化疗更好 

化疗、放疗和免疫疗法通常用于治疗癌症，但不适用于所有患有该疾病的患者。在一

项新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比传统癌症疗法更有效的抗癌方法。研究人员揭示了

一种称为半胱氨酸蛋白酶依赖性细胞死亡（CICD）的过程常常导致彻底根除结直肠癌细胞，

而目前的癌症治疗并不常见。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英国癌症研究所(Cancer Research UK 

Beatson Institute)的斯蒂芬·泰特(Stephen Tait)博士和他的同事最近在《自然细胞生物学》

(Nature Cell Biology)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癌症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健康

负担之一。去年，仅在美国就确诊了 160 多万例新病例，近 60 万人死于该病。Tait 博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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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团队解释说，目前大多数癌症治疗方法都是通过诱导细胞凋亡来发挥作用的。细胞凋

亡是程序性细胞死亡或细胞自杀的一种形式，它通过激活称为 caspases 的蛋白质来帮助清

除体内异常或多余的细胞。然而，在癌细胞中，细胞凋亡通常是不活跃的。例如，通过化

疗或免疫疗法重新激活癌细胞的细胞凋亡，是杀死癌细胞的一种方法。但这并不总是有效

的。研究表明，癌细胞有时可以逃避治疗引起的细胞凋亡，一些研究表明细胞凋亡甚至可

以促进肿瘤生长。然而，CICD 将癌症的死亡进一步提高了一步，Tait 博士和研究小组认为

这可能是治疗癌症的一种更有效的方法，而不是目前的治疗方法。 

CICD 提示免疫系统攻击 

在他们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解释说，CICD 通过线粒体外膜渗透率(MOMP)的过程杀死

癌细胞，但它没有释放胱天蛋白酶，这是通常通过细胞凋亡释放出来的蛋白质。“[…细胞

通常在没有胱天蛋白酶活性的情况下会死于 MOMP…],“团队解释道。“这将 MOMP 定义为

没有细胞死亡的返回点。”重要的是，当癌细胞因 CICD 而死亡时，它们会向免疫系统发出

信号，促使它攻击并摧毁成功逃脱 CICD 的癌细胞。当 Tait 博士和研究小组在实验室培育

的结直肠肿瘤上测试这项技术时，他们发现它能杀死几乎所有的癌细胞。虽然还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来证实 CICD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会为一些癌症更好的

治疗带来希望。 

“从本质上讲，这种机制有极大地潜力提高抗癌治疗的效果，减少有害毒性。” 

斯蒂芬·泰特博士，他补充说:“考虑到我们的发现，我们建议将 CICD 作为一种抗癌疗

法的手段值得进一步研究调查。 

原文出处：Cancer: Novel cell death technique may be better than ch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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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投稿 

1、SCI 论文写作攻略：选题与创新 

SCI 论文写作过程里，选题与创新则是写出高质量的论文的关键所在，直接影响到论

文发表的成功率。那么如何做好 SCI 论文写作的选题与创新呢？ 

（一）先想先写最后做 

（1）SCI 论文能不能发表、发表在哪里，在做研究之前都必须想清楚。 
（2）先把文章大框写好，空出数据，等做完实验填完空就可以发了；正所谓心中有沟

壑！ 

（3）在未搞清“写什么、发哪里、自己研究与同类研究有何出色之处”之前，就不要

动手做！ 

（4）继续去看文献，去想；想不清楚就做还不如不做！ 

（5）要想这样做，就得先看文献！要知道如何把文章架起来、要知道别人是如何讨论

的、要知道自己的数据是不是说明了与别人不同的事情或别人没有做过……这个过程就是

阅读文献及思考的过程，这些搞清楚了，写就简单了！ 
（6）做别人没做过的科研课题。在选题之前搜索国内外是否有人做好自己所选课题。 

（二）如何科学选题  

（1）课题选择和国际接轨。必须了解国际研究动态，选择与国际学术研究合拍的课题，

文献方有可能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科学研究选题与国际

先进水平还有一定距离。 
（2）课题要有可发展性。课题可发展性对高水平论文的持续产出具有极大作用。 
（3）借助工具选题：①查阅有关领域的检索工具，这些工具各高校都有；②了解 SCI

收录期刊所反映的科技动态；③利用 ISI 提供的选题工具帮助，例如，能对正 在开展的工

作进行量化分析以保证用户科学研究同科学发展趋向一致的(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介绍有关最杰出人物研究状况、有关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向的(ISI Highly Cited.com)；④

利用网上数据库了解国际学术研究动态及有关资料。只要有心参与国际学术竞争，选择与

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课题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 

（三）如何获得好的 idea  

获得好的 idea 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无论是应用还是基础科研，最关键的是 idea，科研

水平和档次主要靠 idea 来决定。高水平的科学家一听你的科研课题和方向，就能判断你科

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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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秀科学家要具备敏锐的科研嗅觉，而这种敏锐性是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实践获得

的。可以从以下方面培养科研的敏锐性，获得 idea： 

A．大量地、仔细地阅读文献，多听学术报告、多与同行探讨，从中获得启示，不能

急于求成。 

B．总结感兴趣领域内尚未探讨过但很有意义的课题； 

C．总结争论性很强的问题，反复比较研究方法和结论，从中发现切入点； 

D．善于抓住科研过程中遇到的难以解释的问题，往往会成为思维的闪光点； 

E．细致地拟定方案，论证可行性。 

（2）通常来说获得 idea 主要依靠传统和非传统两种途径：事先阅读大量科研论文，弄

清目前的研究现状和要解决的问题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途径；非传统的 途径是自己先

冥思苦想一段时间，有了自己的 idea 后再去查文献。这样不会让以往的研究限制你的思维，

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法。别人没作过的东西，也许不是 因为别人没想到，而是因为没有意

义或者没有可能性。 

（3）获得良好 idea 的基础前提： 

A．在科研前必须弥补基础知识，这是看懂文献的基础。 

B．广泛阅读文献是支撑。硕士至少查阅 600 篇，粗看 300 篇，细看 100 篇，研读 50

篇。博士至少再多一倍，并始终关注国际动态。 

C．学会阅读文献，读懂文章。建议先 review 再 article，先中后英；看 10－20 篇 review

后看研究性论文。拿到一篇研究性论文，先看标题，立即停住，问自己几个问题：A、可

参考材料方法想想别人这文章是怎么做的，会做哪些内容来说明其标题。B、明白他为什么

要做这个吗？C、如文章是近半年内发表的，该文章解决了什么问题，引出了什么问题(结

合你看的综述)接下来仔细看摘要，就知道你的想法是否与别人吻合。D、看完实验结果，

再思考有不完善地方、有没有深入或拓展到底。 

D．长期作战持之以恒。做好上面所述要求过程艰辛，需长时间磨练，但做好后肯定

会有所谓 idea，也为科研工作者写出高质量的 SCI 论文，提供了可能。 

（四）博士生如何出牛文章  

（1）几点忠告：多看 paper 没有坏处；多找非老板的其他人，如其他教授，postdoc，

前辈师兄等讨论，借鸡下蛋；可以动手的东西容易上手，比如软件等；找机会去开会，认

认牛人，不发 paper，做做 volunteer，或者参加 phd symposium 之类。五主动参加 seminar，

自己讲几次看过的 paper，最好自己组织一个 topic 拉几个师兄弟和 postdoc 参加，注意找几

本教科书看看，打好基础。 

（2）如何获得 IDEA: 

A．需对研究的领域有一个全局性了解，按老板的话说是要有 bird 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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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要有 bird eye，需比较全面地阅读本领域文章。读文章要其 idea，总结成一句话，

并用卡片记录好，分类整理。如果把别人文章的 idea 总结成一句话，就容易理解它的本质，

也好作变化。 

C．读了很多文章后，可以写一个 special study，将读过的本领域东西系统总结在一起，

相当于你的综合理解，也就是 bird eye 看到的东西了。以后翻阅起来也相当方便。 

D．用心分析别人的 idea，任何一个 idea 都有 weakness；想办法解决它，那就成自己

idea。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大牛的 paper，无论他有多牛，他的文章总是在说一个方面，总有

其他东西没有包括进去，把他的文章认真精读了，总会发现漏洞和不足或不全面之处，然

后你就知道怎么做了。记住：每篇文章几乎都有没有考虑完全的东西。 

E．时不时阅读更广泛领域的东西，扩大 bird eye 范围，对领域外的感兴趣的文章进行

copy 收藏，这个叫 walkaround a little bit，很多领域外的东西可以借鉴、学科交叉从而产生

new idea。 

F．经常跟牛人、博士后或高年级博士等有思想的人(最好不是相同专业，而是相关专

业或交叉学科)讨论，也容易出 idea。再有就是，关注其他专业的书籍、杂志等信息，从中

获取交叉创新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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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动态 

新学期，新气象，新征程 

——我院组织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行政查房 

我院领导高度重视教学工作，定期组织行政查房督导临床教学。 

9 月 4 日——开学第一天，马辛格书记和施秉银院长亲自带队，冯广林副书记、韩菊

副书记、袁祖贻副院长、王茂德副院长、刘昌副院长以及钱梦勇总会计师、邹余粮院长助

理深入教学一线，巡视新学期开课情况。 

院领导分组前往校部药教楼、病理楼和我院东一八大教室深入课堂进行巡查，了解教

师上课和学生听课情况、精神风貌，实地检查教学设施、多媒体设备、教室环境等情况，

并与任课教师、学生热情交谈，交流听课体会和学习方法。 

开课第一天，我院临床教学秩序井然。教师们都能够提前到课，认真、严谨地做好各

项准备工作，并与学生进行亲切的课前互动。同学们也满怀希望、精神饱满的按时到课，

认真听讲。此外，教学环境整洁，教学保障到位，教学整体运行情况良好。  

近年来，由于临床医学招生人数、专业增多，临床教学任务也日益繁重。面对艰巨的

任务，教学部在院领导的关心指导和各学科系/教研室主任的大力支持以及全院教职员工的

积极配合下，自上学期任务书下达之时开始及早谋划，加强与医学部人才培养处及我院各

学科系/教研室的沟通，利用假期对教室和教学设施进行了巡查，并组织了开学前教学准备

工作检查，在网上发布了新学期开课温馨提示，这些工作为保障本学期顺利开课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新的学期，新的征程，让我们共同奋斗，赢得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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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组织教师节系列慰问活动 

三尺讲台迎冬夏，辛勤耕耘育英才。 

谆谆教导常相随，似海师恩永于心。 

细雨润桃李，硕果慰园丁！9 月 8 日，在第 33 个教师节来临前夕，教学部联合院工会

向我院承担临床教学任务的 48 个临床、医技科室送上美丽的红掌和暖心的慰问卡，向临床

一线教学工作者表达最真挚的祝福。 
9 月 11-12 日，我院马辛格书记和施秉银院长亲自带队，袁祖贻副院长、刘昌副院长、

韩菊副书记、钱梦勇总会计师共同参与，教学部联合院工会、离退休科及党院办分组走访

慰问了我院 19 位德高望重的离退休教师，并为他们送上了热切的关心和祝福。 
为医一甲子， 

则一世济慈， 

两袖清风， 

柳叶刀上可见白玉精神； 

育人半辈子， 

则千株桃李， 

万尺师恩， 

教科书里亦有幽兰气息。 

希望株株鲜艳盛开的红掌，为我院的教学工作带来红红火火、一帆风顺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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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组织召开优秀青年教师座谈会 

为进一步夯实基础教学质量，促进我院骨干教师队伍建设，为青年教师搭建交流学习

的平台，同时发挥其示范作用并加快我院临床师资建设步伐，教学部于 2017 年 9 月 6 日下

午在信息楼 6 层会议室举办了优秀青年教师座谈会。座谈会由刘昌副院长主持，来自我院

七个学科系/教研室的 12 名优秀青年教师代表、教学部黄燕萍部长、李雁副部长、刘华胜

副部长及相关教务管理人员参会。 

 
座谈会上，针对“如何提升临床基础教学质量”这一议题，老师们集思广益、各抒己

见。从临床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养、中外学生的文化时代差异、见习课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与改进措施、实习学生的管理、医患矛盾频发的医疗环境中将 SP（Standardized Patient，标

准化病人）在课堂上的应用、信息时代下教学方法的创新和选择、医学人文知识的传播、、

教学素材库的建立与分享、幻灯片的制作等方面，每位老师都通过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深

切感受，倾囊为大家传授了宝贵的经验，提出了可操作性的改进意见，同时也表达了对教

学部今后管理工作的希冀。 

刘昌副院长在总结中提到，将把“见习课的质量提升”作为本学期的工作重点，从院

级层面加强青年临床教师的岗前培训，号召各学科系/教研室在日常工作中注重优秀教学资

源的积累并尽快落实完成我院“百部视频”的录制，同时将与教学部一起竭力为优秀青年

教师创造更多外出学习的机会，搭建优秀青年教师微信互动平台，在全院范围内推广优秀

教师的教学经验，扩大我院教学名师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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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座谈会的召开让我们从一线教学工作者的叙述中真实体会到了现阶段本科教学存

在的问题，但同时也看到了我们的临床教师对教学工作的辛勤付出和努力创新。 从他们身

上，我们深切体会到“对教学的热爱之情、对学生的真诚关爱、科室自上而下对教学的‘传

帮带’和教学管理部门及院领导的支持”一定是解决“如何吸引学生的兴趣、激发他们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一问题的基石，也是提升教学质量的核心要素。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

今，学生的特点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改变，默守陈规的传统教育方法在时代的浪潮中不

断遭受着冲击，临床医学教育质量的提升确实需要更多充满教学热情的年轻力量的加入，

走出一条具有我院特色的临床教学模式，让我院的教学能够在更宽广的舞台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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