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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细胞 癌细胞

改造后的T细胞能迅速嗅出癌细胞
在哪里，把它们捉拿归案进行处理

通过服用药物，从癌症病人体内分离出T细
胞，在体外利用基因工程进行改造

改造后的T细胞能特异性识别癌细胞并激
活T细胞，再经扩增之后输回病人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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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赶走癌细胞
美国前总统卡特怎么做到的

多知道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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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美关
系领路人”

卡 特 现 年 90
岁，1977年至1981年
任美国第39任总统。
在他任内，中美于
1979年1月1日正式
建立外交关系。卡特
被誉为“中美关系领
路人”，2014年9月再
次访问中国，参加在
人民大会堂举办的
纪念中美建交35周
年招待会和中美关
系研讨会，并先后访
问北京、西安、青岛
和上海。

伊拉克限土耳其：48小时内撤“兵”

土耳其6日表示，将暂停向伊拉克摩苏尔
附近的训练营运送军事人员。至于已经抵达
的土耳其人员，土方没有明确其安排。当天，
伊拉克表示，土耳其必须在48小时内撤走非
法入境人员，否则将采取行动，包括诉诸联合
国安理会。

土耳其军事人员3日入境伊拉克，土方称
是训练人员定期“换防”，以帮助伊拉克志愿
者抗击“伊斯兰国”，收复摩苏尔。伊拉克总理
办公室证实，土耳其在没有事先知会伊拉克
政府的情况下，向巴希加运送了接近一个装
甲团的兵力。伊方认为这是对伊拉克主权的
严重侵犯，要求土耳其人立即离开。（新华社）

美国总统奥巴马于6日晚在白宫椭圆形
办公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谈论反恐问题。这是
他2008年就任总统以来第三次发表这种形式
的全国讲话，十分罕见。他在讲话中详细阐述
了现阶段的反恐局势和政府的对策。不过分
析人士认为，奥巴马的这次讲话乏善可陈。

与此同时，美国目前还在继续调查加州
圣贝纳迪诺夫妇档枪击案，外界怀疑女枪手
马利克可能引导丈夫法鲁克变成极端分子，
但她究竟如何由西化有钱女变得激进，目前
仍然是一个谜。

女枪手背景成焦点

美国情报界消息人士担心马利克本身可
能是恐怖分子，同法鲁克结婚并得以进入美国
的目的就是发动恐怖袭击。马利克出生于巴基
斯坦，但长期待在沙特阿拉伯，后来回巴基斯
坦读大学。她的亲友透露，马利克家族富有，她
一直都穿西式服装，到后来才改穿包括罩袍等
较保守衣物。有亲友指她上大学后，2007年开
始在脸谱网上张贴极端主义留言，引起家人关
注。另有人形容马利克的家族有政治影响力，
且与极端分子有联系。

据悉，马利克通过婚恋网站认识法鲁克。
去年，法鲁克赴沙特与马利克见面，一个多月
后马利克戴着头巾同法鲁克一起返回美国结

婚，当时马利克用美国移民局的未婚妻签证入境。
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马利克是否早在之
前已经锁定了腼腆的法鲁克。

奥巴马坚持不出兵

随着案情不断明朗，美国媒体开始把这
起枪击案称作“9·11”以后美国本土遭遇的最
严重恐怖袭击。奥巴马在6日的讲话中正式把
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他说：“这是一
起旨在杀害无辜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

奥巴马在讲话中说：“来自恐怖主义的威
胁真实存在，但是我们会战胜它。我们将摧毁

‘伊斯兰国’和所有其他想要伤害我们的恐怖
组织。”奥巴马向民众详细阐述了美国现阶段
的反恐政策，包括继续空袭“伊斯兰国”目标；
继续向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当地武装提供武器
和训练；与盟友协同合作；推动政治解决叙利
亚危机和实现停火的进程。

他说，新形势下，美国还将采取以下“额外措
施”：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将审查签证项目；出台
禁令，让登上禁飞名单的人无法买到武器，让普
通人难以买到重型武器；筛查那些免签进入美国
的人员，看其是否有叙利亚、伊拉克等战区的旅
行记录。针对外界关心的美军是否出动地面部
队进入叙利亚，奥巴马重申一贯立场，表示美国
不应该再次卷入地面战。（新华社、中国日报）

藏宝170亿美元
世界最大沉船宝藏找到？

据外媒报道，哥伦比亚总统桑
托斯5日宣布发现一条18世纪的西
班牙沉船残骸，据信上面满载金银、
珠宝及货物，将成人类史上最重要
的沉船发现之一。据外媒报道，船上
珍宝的价值可能高达170亿美元，若
传说属实，将是全世界最大的沉船
宝藏，被誉为船难界“圣杯”。

桑托斯4日先透过推特发布这个
消息，他的推文写道：“好消息！我们发
现了圣荷西号大帆船。”5日桑托斯再
在卡他赫纳海军基地召开记者会，表
示国际专家团队、哥国海军和该国考
古学研究机构上周在哥国巴鲁半岛附
近发现圣荷西号残骸。哥国目前先由
水下探测船到帆船沉没地点拍摄照
片，尚未派员前往沉船地点探勘。

照片显示，帆船残骸上有印着海
豚标志且保存良好的青铜炮管，让专
家确认这艘帆船就是传说中的圣荷
西号。圣荷西号隶属西班牙国王菲力
五世的船队，1708年6月8日在西班牙
王位继承战争中遭英国战舰攻击，沉
没于加勒比海，当时船上搭载600人。
专家认为，圣荷西号载有从西班牙殖
民地搜刮而来的1100万枚金币和珍
贵宝石，一旦顺利打捞出所有珍宝，
价值可能高达170亿美元。

桑托斯还说，将为圣荷西号建
造博物馆，展示船上的珍宝。

但就在哥国庆祝发现沉船的同
时，法律专家也警告，这类历史沉船
遗迹通常会引发所有权的法律争
议。包括美国打捞公司“海搜舰队”、
哥伦比亚和西班牙政府，都主张拥
有圣荷西号残骸的所有权，彼此对
簿公堂。 （中国日报）

全美最富20人“富敌半国”

美国政策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一
份研究报告表明，全美最富有20人
坐拥的资产比美国一半人口的财富
总和还要多，显示出美国社会财富
分配差距悬殊。

英国《每日邮报》5日援引报告
内容报道，这20人中的“首富”是美
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此
外，“股神”沃伦·巴菲特、社交网站

“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
扎克伯格、电商巨头亚马逊公司首
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以及4名沃尔
玛集团继承人均榜上有名。

报告说，这20人的净资产总和高
达7320亿美元，超过全美一半人口、
即1.52亿人的财富总和。除此之外，

《福布斯》杂志评选出的美国最富有
400名富翁执掌的财富比3600万户典
型美国家庭的资产总和还要多。

按报告的说法，如今美国社会
的财富分配模式不是“金字塔形”，
而是类似于西雅图地标太空针塔的

“头重脚轻”型，也就是说，美国社会
大部分财富集中在仅占全美人口大
约0.1%的富豪手里。

报告说，为缩小悬殊的“贫富差
距”，有人建议一方面应堵死包括“离
岸避税天堂”和私人信托基金在内的

“富豪财富逃跑通道”，另一方面则应
出台相关政策，对富豪“狠狠征税”。

此外，这份报告还显示出美国
社会种族间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譬
如，美国最富有100户家庭拥有的资
产相当于全美非洲裔人口的财富总
和。而在《福布斯》评出的最富有400
名美国富翁中，仅有两名非洲裔和5
名拉美裔。 （新华国际）

塔吉克斯坦7.4级地震
新疆多地震感强烈

塔吉克斯坦7日发生强烈地
震，中国地震台网测定震级为7.4
级，震源深度30公里。与塔吉克斯
坦毗邻的新疆南部喀什地区、和田
地区、阿克苏地区及克孜勒苏柯尔
克孜自治州均有强烈震感。截至17
时20分，上述地区尚未接到人员伤
亡和房屋倒塌报告。

地震发生时，新疆南部多地震
感强烈。喀什市部分办公楼内的工
作人员感受到地面晃动明显，纷纷
跑到室外避险。记者所在的喀什地
区宾馆一楼，屋顶内吊灯左右晃动
幅度很大，桌椅发出“吱吱”的响
声，地震持续了约几十秒时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副局
长张勇说，目前地震部门还没有接
到人员和牲畜伤亡情况。近期，新疆
周边国家地震较多，新疆南部地区
受到一定影响。对于此次发生在塔
吉克斯坦的地震，新疆地震部门将
进一步跟踪，关注地震后续影响。

受这次地震影响，南疆铁路部
分区间目前暂时停运，铁路部门正
对相关路段进行检修。与此同时，
喀什消防支队地震救援分队已进
入二级响应，启动了地震救援预
案，救援队伍全面检查车辆器材装
备，做好地震救援准备工作。

（新华社）

一位衣衫褴褛、怀抱熟睡女
儿的叙利亚难民男子，在黎巴嫩
街头努力地兜售圆珠笔，为了生
计艰难地生活着。这是3个月前挪
威一位社会活动家在街头拍摄的
一幕，照片上传至网络后令无数
人动容。然而现在，这位单身父亲
迎来一个童话故事般的结局——
他收到全世界网友19万美元的捐
款，利用这笔钱他开始了3家店，
一家面包房、一个小餐馆，还有一
个烤肉串店，生活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他还用部分钱帮助其
他难民和朋友。

据报道，这位“卖圆珠笔的爸
爸”名叫阿卜杜勒，35岁，原本在
叙利亚的一家巧克力厂工作。他
独自一人照顾9岁大的儿子和4岁
女儿。战争爆发后，一家人先在大
马士革南部的一座难民营避难，3
年前又举家逃往黎巴嫩，此后一
直定居于此。

拍摄者挪威人西摩纳松在将
照片发到网络后称，“这张照片太
让人动容了，他脸上的神情，他递
出笔的模样，就好像这些笔就是
他的一切。”的确如此，阿卜杜勒
依靠卖笔赚来的钱才能给他和儿

女买食物。
西摩纳松找到了阿卜杜勒，

在网上通过众筹发起了募捐。他
的目标是为阿卜杜勒筹集5000美
元，没想到这一目标短短半小时
就实现了，24小时后，捐款更是达
到8万美元。阿卜杜勒最终收到19
万美元捐款。

收到钱后的阿卜杜勒并没有
乱花，而是投资在新的小生意上。
他在贝鲁特开了3家店，一家面包
房，一个小餐馆，还有一个烤肉串
店。他还雇佣了16名叙利亚难民，
使他们有了工作，还将2.5万美元
的善款赠给他的朋友，以及叙利
亚的家人。 （综合央视）

加州枪击案女枪手身份曝光

本是沙特富家女
嫁到美国为袭击？

还记得卖圆珠笔的
叙利亚难民爸爸吗
他开了三家店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6日说，最新体检显示，他大脑中
的癌细胞已经消失。卡特当天发表声明说，医生在他做完最
近一次脑部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后，没有发现此前在他大脑中
出现的黑素瘤或新的癌细胞。卡特说，他将继续定期进行每
次为期三周的免疫疗法。

卡特今年8月初接受肝脏手术，去除了肝脏上发现的肿
瘤。但是，医生在随后检查中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其大脑，并
在他大脑中发现了4个黑素瘤。卡特随后立刻开始接受放射性
和药物治疗。卡特曾在回忆录中透露，其家族有胰腺癌病史，
卡特的父亲、弟弟和两个姐妹均死于胰腺癌。但是，卡特在8月
宣布自己患癌时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癌细胞扩散到了胰腺。

今年8月，美
国前总统卡特
对外宣布患癌

卡特曾透露
自己家族有胰
腺癌病史

本月6日卡特
说，他大脑中的
癌细胞已消失

大体而言，这种
药物的作用原理是通
过“释放免疫反应”从
而打击癌细胞，即依
赖人自身的免疫系统
去战胜癌症，也就是
所谓的免疫疗法。安
通尼解释称，黑色素
瘤可通过表达PD-1
蛋白质的方式避免被
人体的免疫系统发
现，即关闭了人体正
常的免疫系统反应。
但 pembrolizumab 可
以阻拦PD-1蛋白，从
而允许免疫系统攻击
癌细胞。

癌症免疫疗法越来越受到外
界的关注。2013年，美国《科学》杂
志评选出十大科技突破，位居第一
的就是癌症免疫疗法。尽管当年该
疗法仍处于早期研究阶段，但《科
学》杂志认为其所展现的巨大前景
足以使之登上当年最重要的科学
突破的榜首。《科学》杂志总编辑
提姆说：“癌症免疫疗法有着广阔
的前景是没有错的。到目前为止，
这一利用免疫系统来攻击肿瘤的
策略只对某些癌症及若干病人有
效，因此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夸大
其即刻的裨益。”相比直接攻击肿
瘤，癌症免疫疗法则是激活免疫
系统来对抗癌症。

综合新华网、人民网

卡特究竟患上何种癌症，免疫疗法又是何种治疗方式？这一
尖端技术究竟是如何作用的呢？

据国外媒体报道，今年8月20日，卡特患癌的消息对外宣布。
在声明中，卡特称他罹患黑色素瘤晚期，并已扩散至肝部和大
脑。这是皮肤癌的一种，医生在切除其肝部的一小块肿瘤后，还
使用常规疗法即放射疗法治疗其脑部的肿瘤。但卡特同时表示，
他还在采用一种叫做免疫疗法的尖端方式来治疗自己的癌症。

他所服用的药物叫做pem-
brolizumab，这是一种以Keytruda
商标名称出售的单克隆抗体。1
年 前 ，美 国 食 品 药 物 管 理 局
（FDA）批准其用于治疗晚期黑
色素瘤。该药物属于一类被称为
PD-1抑制剂的热门药物。通过
阻拦PD-1蛋白，该疗法可以使
人体产生追捕癌症的T细胞。

简单来说，就是从癌症病人
体内分离出T细胞，在体外利用
基因工程进行改造，改造后的T
细胞能特异性识别癌细胞并激

活T细胞，再经扩增之后输回
病人体内。这些改造后的T
细胞就像一群带着警犬的
警卫们，能迅速嗅出罪犯
癌细胞在哪里，把他们捉
拿归案进行处理。

免疫治疗是通过
体外方式补充或者强
化体内原有的免疫系
统，从而让免疫系统

强大到足以杀死肿瘤细胞。
位于纽约市的罗斯维尔帕

克癌症研究所肿瘤学副教授格
瑞斯称，近期在免疫治疗法上取
得的进步已经改变了黑色素瘤
的治疗方式。“10年之前，20年之
前，我们只懂得使用化疗，但我
们知道它在治疗黑色素瘤时效
果并不怎么好。”

对此说法，加州大学旗下乔
森综合癌症中心肿瘤免疫学项
目的主任安通尼表示赞同。他和
同事们所做的一份研究发现，使
用pembrolizumab治疗黑色素瘤
的患者中有三分之一对此药起
反应，这意味着该药可以有效减
少其肿瘤大小。

使用该药治疗的部分黑色
素瘤患者可以延长数年的生命。
安通尼称，在此之前，转移性黑
色素瘤患者平均只能活6-10个
月，而现在使用该药的患者可以
延长两倍甚至三倍的存活时间。

她
一 直 都 穿一 直 都 穿

西式服装西式服装，，到后到后
来才改穿包括来才改穿包括
罩袍等较保守罩袍等较保守
衣物衣物

家 族 有 政家 族 有 政
治影响力治影响力，，而且而且
与极端分子有与极端分子有
联系联系

通过婚恋网通过婚恋网
站认识了美国人站认识了美国人
法鲁克法鲁克，，用美国用美国
移民局的未婚妻移民局的未婚妻
签证入境签证入境

pembrolizumab

癌症免疫疗法
原理：依赖人自身的免疫系统去战胜癌症
药物作用：通过“释放免疫反应”打击癌细胞

/ 同步播报 /

法国地方选举：主张排外的极右翼领先

巴黎恐怖袭击发生三周后，主张排外、反
对移民、反对申根协定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
民阵线在该国大区选举首轮投票中赢得了史
上最大的胜利。

尽管这只是地区性选举，但在反恐和安
全成为法国首要任务之际，此次选举颇具全
国意义。投票结果显示，国民阵线获得31%的
选票，法国前总统萨科齐领导的共和党和执
政党社会党（则分别得票27%和23%。国民阵
线的历史性进展，将挤压传统主流政党的政
治空间。选民们对欧洲难民危机引发的经济
萧条和安全问题感到担忧，对左翼执政党感
到不满，更多人开始支持极右翼观点。（央广）

怎么治疗

吃的啥药

病人体内分离出
T细胞

改造后的T细胞
回到病人体内

对T细胞
进行基因
改造

当癌细胞占主导地位时，
T细胞失去抵抗癌细胞的能力

免疫疗法通过阻拦
PD-1蛋白使人体产
生追捕癌症的T细胞

免疫系统

他接受了

他的小餐馆雇有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