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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公投
怎么回事

科学家找到了一种名为JQ1的药物，可以改变癌细胞对低氧环境的反应
据了解，超过50%的乳腺肿瘤都处于低氧环境
在最难治疗的三阴性乳腺癌中，低氧情况最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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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英国将于23日举行全民公投，决

定这个欧洲国家是否继续留在欧盟。
公投一周前发生的英国女议员乔·考
克斯遇刺身亡事件，导致主张“留欧”
和“脱欧”的两大阵营分别在19日前暂
停了造势活动。分析人士认为，考克斯
遇刺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民意向
支持“留欧”转变，此前落后的“留欧
派”支持率或有所上升。目前，两大阵
营的民意支持率依然胶着，悬念将保
留到最后一刻。

考克斯曾长期从事慈善工作，积
极主张英国留在欧盟，敢于为移民和
难民说话。她在去年当选议员后的第
一次议会演说中表示，移民有助于英
国社区发展。她还呼吁英国接纳叙利
亚难民儿童。

杀害考克斯的凶手名叫汤米·梅尔，
他虽有精神病史，但与多个右翼极端组
织有联系。他在行刺考克斯时，高呼“英
国至上”的口号，并被发现与种族主义组
织有来往。他还在案发后第一次出庭受
审时叫嚷“杀死叛徒”、“给英国自由”。

分析认为，考克斯遇害对“留欧”阵
营有利，因为梅尔的言论让人不免联想
到“脱欧”阵营的某些激进主张。欧亚集
团英国分部负责人拉赫曼认为，这一事
件将使“脱欧”阵营民意支持率持续上
升的势头受挫，并且有利于英首相卡梅
伦重新夺回“设置议题”的权力。

据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留
欧”阵营民意支持率在上周落后的情
况下，已经发生逆转。至少有两家民调
结果显示“留欧”支持率稍稍领先，其
中瑟韦申调查公司在考克斯遇害后开
展的民调显示，45%的受访者支持“留
欧”，42%的受访者支持“脱欧”。

在公投即将举行前夕，英国媒体
也纷纷站队。英国《金融时报》等支持

“留欧”，而在英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太阳报》以及历史悠久的杂志《旁观
者》选择支持“脱欧”。同属一个报系的

《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则分
别选择了“留欧”和“脱欧”。媒体的不
同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舆论
和社会被公投“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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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留在欧盟吗？

本周公投

韩国成IS恐袭对象

韩国情报机构19日说，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煽动支持者在全球范围内
袭击美军设施，韩国境内的美军基地
也在目标之列。

韩联社援引韩国国家情报院的消
息报道，“伊斯兰国”通过一款社交软
件鼓动恐袭，目标是全球各地近80座
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空军基地以
及21个国家的一批民间人员。

这一组织还散布了上述袭击目标
的位置等信息，包括韩国首尔近郊乌
山空军基地等美军设施的卫星地图和
详细坐标。另外，一名韩国社会福利人
员的姓名、电子邮件、住所等个人信息
也遭公开。

韩国国家情报院已经通知驻韩美
军和韩国军队注意防范，警方将对那
名社会福利人员采取保护措施。作为
美国的盟国，韩国曾受到“伊斯兰国”
恐袭威胁。去年，这一极端组织发布视
频，威胁将在大约60个国家发动袭击，
韩国被列入其中。今年年初，“伊斯兰
国”又发布一份针对个人的袭击对象
名单，上面有20名韩国人。为防范恐
袭，韩国过去5年驱逐了大约50名外国
人，认为他们与恐怖组织有关联。韩国
政府还发现两名韩国人企图加入“伊
斯兰国”。 （新华社）

虚拟货币被盗
损失5000万美元

一个实验性基金旨在展示虚拟货
币安全可靠，不会被盗，结果真被盗
了，而且数额超过5000万美元！不明身
份的黑客17日攻破这个实验性基金，
总价超过5000万美元的以太币“不翼
而飞”。

受此消息冲击，以太币价格当
天大幅下挫。一些业内人士惊呼，被
视为比特币强劲对手的以太币“前
途不妙”。

这个实验性基金名为“分权自治
组织”，主要是为了向世人展示虚拟货
币的安全性能，打消人们对以太币所
持任何疑虑。

作为比特币的竞争对手，以太币
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加密货币支持者的
青睐，因此这一实验性项目受到全球
投资者的支持。据美国《纽约时报》报
道，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共向该项
目注资1.6亿美元。然而，剧情逆转。仅
17日一天，黑客便从该基金中盗走超
过5000万美元的以太币，相当于总投
资的三分之一。为该项目编写代码的
团队成员之一格里夫·格林当天表示：

“‘分权自治组织’正在遭受攻击。这不
是演习！”

据了解，由于先前在相关代码
中增设一道安全机制，这笔巨资遭
黑客盗走后，很快被冻结。尽管如
此，不少业内人士还是苦笑称，该项
目 非 但 没 能 论 证 以 太 币“ 牢 不 可
破”，反而第一手演示了虚拟货币同
样具有种种缺陷。

不少人认为，17日黑客盗走资金
一事，意味着以太币“前途不妙”。

“这是大家担忧的一个噩梦：有人
找到代码漏洞，盗走一大笔钱，”美国
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埃明·冈·
西雷尔说。

受这一消息冲击，以太币17日交
易价格比一天前下跌33%，1个以太币
价格降至13美元左右；比特币也受影
响，1个比特币价格降至750美元左右。

《纽约时报》评论，黑客不仅盗走
了该项目的三分之一资金，“还夺走了
想要证明数字货币安全可靠的成千上
万名投资者的期盼和梦想”。

此前，不少国家的中央银行和金
融机构一直在探索如何借鉴虚拟货
币的数据区块链技术来加强资金安
全防护。上星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主席珍妮特·耶伦在一次贸易会议
上呼吁各国央行加快研究如何利用
数据区块链技术。今年5月下旬，一些
计算机专家提出，虚拟货币的代码存
在某些漏洞。就在人们对此半信半疑
之际，此次黑客攻击事件印证了这一
说法。

这起事件也令人联想2014年2月
世界最大规模的比特币交易所运营商
MtGox破产一事。当时，该交易平台的
85万个比特币遭黑客盗走，损失估计
约4.67亿美元。 （新华社）乳腺癌素有世界头号女性杀手之

称。近几年，该癌症更是成为上升幅度
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年轻歌手姚贝
娜，因为罹患最为难治的恶性三阴性
乳腺癌，不幸离世；国际知名的影星安
吉丽娜·朱莉，更是因为有乳腺癌家族
病史，进行了乳腺切除术……

近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On-
cogene》刊登了一项英国癌症研究协
会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他们找到了遏
制最具侵袭性、最难治乳腺癌的新方
法，即阻止癌细胞适应低氧环境。日
前，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了该研究的联
合作者，诺丁汉大学的艾兰·麦金泰
尔博士，他解释了其中奥秘。

原理：
阻止癌细胞适应低氧环境

这项研究是由英国牛津大学和
诺丁汉大学的科研团队共同研究发
现。他们找到了一种名为JQ1的药

物，可以改变癌细胞对低氧环境的反
应。据了解，超过50%的乳腺肿瘤都处
于低氧环境，而在最难治疗的三阴性
乳腺癌中，低氧情况最为常见。

JQ1药物的工作原理，就是阻止
癌细胞适应低氧环境。在老鼠身上
种植人类的癌症肿瘤细胞之后，研
究人员发现，JQ1药物可以改变老鼠
体内癌细胞适应低氧的方式，最终
可以减缓肿瘤细胞的生长，而且限
制异常血管的生成。

研究人员发现，该药物每天可
以减缓大约三分之一的肿瘤细胞生
长速度。他们预测称，当该药物和化
疗、放疗结合到一起使用时，该药物
可以给患有三阴性乳腺癌的患者们
带来“额外的好处”。

艾兰博士说，当一位患者的乳
腺癌细胞处于缺氧状态时，其癌症
的治疗会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
癌细胞会通过改变自己的生物学特

性，以适应低氧环境，从而使得它们
对标准治疗方式产生抵制力。当周
围的氧气含量较低时，肿瘤细胞会
开启特殊基因，向周围血管发送信
号，诱使它们为其送来新鲜氧气。

效果：
单一药物不能治疗癌症

艾兰博士称，“我们的研究显示，
JQ1药物能够潜在地治疗任何一种
存在缺氧的乳腺癌。在这一研究中，
我们只专注于其对最具侵略性的三
阴性乳腺癌的治疗效果，但我们同时
发现，该药还可以和雌激素受体一起
对乳腺癌细胞株产生作用。”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有了该药
物之后，安吉丽娜·朱莉或许不用切
除乳腺也可以免于罹患癌症，歌手
姚贝娜或许还可以挽回一条性命
呢？对此艾兰博士谨慎地说道，“我
们没有在该研究中对此进行过详细

分析，因此不能确定。”
艾兰博士强调，“单是这一种药

物不能治疗乳腺癌，但它可以延缓
其生长，并阻止肿瘤细胞适应低氧
环境。”“我们并没有在其他类型的
癌症上对该药物的功效进行过研
究，但我们期望它能够奏效，因为这
类药还能阻止其他可能会引发癌症
的基因及蛋白质。有其他研究结果
显示，JQ1还能用于治疗白血病。”

艾兰博士还表示，如果该药在其
他肿瘤的治疗上也有效果，“我们期待
该研究能够在几年内进行临床试验。
JQ1目前还只是一种试验性药物。”

争议
“乏氧学说很难实际验证”

据悉，该研究一经发布，便引起
了全球范围内的讨论，也吸引了众多
癌症患者及相关研究人员的关注。

英 国 乳 腺 癌 研 究 组 织 Breast

Cancer Now的高级研究联络官理查
德·博克斯很认可这一研究。他说，

“乳腺癌适应低氧环境的能力，是它
们对标准治疗药物耐药的主要机制
之一。找到方法阻碍这一过程，就可
以为新治疗方法的研发另辟蹊径。”

然而对于该研究的真正效果，
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曾铭
却存在质疑。他在接受成都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癌细胞被大规模控
制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这其实是
一个非常老的概念，本身就很有争
议，它属于个别研究，没有在三期临
床实验中被人验证过。”

据曾主任介绍，乏氧学说很难实
际验证，现有的验证方法都有其局限
性，根据对癌症的生物学了解，氧气
与它的关系只是一部分，还有成千上
万的因素会影响细胞的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王雅林
四川名医 胡涵

在从欧盟拿回一些权利的前提下，
首相卡梅伦希望英国留在欧盟。此外，反
对党工党、苏格兰民族党、威尔士民族党、
自由民主党也支持英国留在欧盟。

理由：支持者认为欧盟成员国地
位对英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使

得向其他成员国销售产品更加容易。
他们还认为，年轻的欧盟移民更有工
作意愿，推动经济增长，能为公共服
务埋单。他们还确信，离开欧盟会对
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损害，作为欧
盟国家则地位会更稳固。

身处欧洲身处欧洲，，
却不认为自己属于欧洲却不认为自己属于欧洲
经济规模欧盟第二经济规模欧盟第二，，
却不属于申根区却不属于申根区、、欧元区欧元区
日不落帝国情怀日不落帝国情怀4040年不息年不息

留欧派暂赢
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

示，45%的受访者支持
“留欧”，42%的受访者支
持“脱欧”

悬念>放心
结果仍难猜

目前，两大阵营的民
意支持率依然胶着，悬念
将保留到最后一刻。

伊朗订购百架波音飞机

伊朗民用航空组织负责人阿
里·阿贝德扎德19日说，伊朗已与美
国波音公司签署购买100架飞机的
协议，有待美国财政部批准。阿贝德
扎德说，伊朗目前有250架客机，其
中230架需要更换。受长期制裁导致
零部件短缺影响，伊朗一直有更新
飞机的需求。

据全捷空运公司数据，伊朗航空
公司旗下飞机平均机龄超过25年。过
去数年间，伊朗航空业发生多起空难。
随着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执行，波音
公司2月获得美国政府恢复向伊朗出
售飞机的许可。除波音公司外，伊朗还
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等签订了购买客
机的协议。 （新华国际）

英国身处欧洲，却不认为自己属于欧洲。其经济规模排名欧盟第二，但却
不属于申根区、欧元区。英国一直存在疑欧、脱欧的声音，而英国首相卡梅伦在
上任前为争取部分保守派的选票，曾承诺要推动脱欧公投，且与主导脱欧的独
立党达成组阁协议。种种因素的推动下，卡梅伦于今年2月20日宣布，定于6月
23日举行脱欧全民公投。

英国在1975年加入“欧盟”后不
久举行过全民公投，即当时的“欧共
体”。当时公投结果使其留在欧共体，
但是有越来越多来自政客和公众的
呼声，要求再次举行公投。脱欧支持
者认为，欧盟在过去40年内改变了很
多，更多国家加入，且其对成员国国

民日常生活的控制在延伸。
卡梅伦承诺：所有英国人将得到

一个对是否应该继续留在欧盟内部表
达态度的机会。因此，符合法定投票年
龄的所有（或几乎全部）选民参与公决
投票；投票只是简单地选择“是”或

“否”，超过半数的选项获胜。

生活在英国、爱尔兰、英联邦成
员国18岁以上公民，以及在海外生活
少于15年的英国公民可以投票。与英
国大选的规定不同，生活在直布罗陀

的英国上议院成员和英联邦成员国
公民都被允许投票。除爱尔兰、马耳
他、塞浦路斯以外的其他欧盟国家公
民则不被允许投票。

据最新民意测验，英国公众在此
问题上支持和反对的基本持平。英国
独立党是英国脱离欧盟的主导者。该
党在上一次英国大选中获得将近400
万选票，占13%。一定数量的保守党议
员和几位工党议员也支持英国脱欧。

理由：反对者确信，欧盟拖英国的后
腿，认为欧盟对其商业施加过多规定，每

年要上交数十亿英镑会费的同时回报甚
微。他们还想要英国收回对其边界的完
全控制，减少可以到英国工作的人数。而
欧盟成员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迁徙自
由”，该原则意味着欧盟成员国公民前往
另一个成员国工作时无需申请签证。他
们还反对“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盟”的理念，
以及任何创建“欧洲合众国”的目标。

如果英国公投结果决定脱欧，英
国将不再是欧盟国家。

如决定留在欧盟，英国与欧盟达
成的改革协议将立即生效，包括：

儿童福利——限制移民领取英
国福利，一些移民得到的儿童福利金
将减少，其子女获得的福利金额将不
是英国的平均水平。

欧元区——英国可以留在欧盟的
同时保持英镑，与其他欧盟国家的商
贸活动不用受歧视。任何英国为援助
其他欧盟国家所付的款项将被退还。

主权——明确承诺英国不会与其
他欧盟国家有“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盟”关
系，这将被纳入修订过的欧盟条约中。

竞争力——新协议呼吁所有欧
盟成员国和机构“尽全力努力落实和
强化内部市场”，并“拿出更好监管的
具体步骤”，包括减少官僚。

限制自由迁徙——为打击假结
婚，欧盟公民的非欧盟配偶不会自动
获得自由迁徙的权利。被确信是安全
威胁的人士也有新的排除权。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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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要全民公投？

谁想要
英国脱离欧盟？

谁想要
英国留在欧盟？

投票结果
会改变什么？

乳腺癌最新科研成果公布，成都商报对话研究者

“世界头号女性杀手”有了对手？

投票只是简单选择“是”或“否”，
超过半数的选项获胜

关注英国脱欧公投

伦敦前市长鲍里斯是著名的“脱欧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