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生命源头
阻断致病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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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曾思聪 洪雷

遗传， 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
情。从祖辈流传下来的，可能是绝
佳的天赋，也可能是致命的疾病。

有没有什么技术，从生命的源
头阻断致病基因，让后代不再遭受
家族遗传的疾病威胁？

人类面对遗传性肿瘤和单基
因疾病，有了一些振奋人心的突破
和进展。

10月23日， 刚刚出生5天的森
森（化名），躺在中信湘雅生殖与遗
传专科医院住院部的婴儿床里，睡
得十分香甜。与普通宝宝的不同之
处在于，他是在植入了前遗传学诊
断技术（PGD）、排除了家族遗传的
BRCA1基因突变后诞生的， 是一
个阻断了乳腺癌、卵巢癌易感基因
突变的“无癌宝宝”。

经资料查询及文献索引，目前
国内尚未见此类案例的报道。

警钟：两位至亲相继患癌

2014年，森森母亲晶晶（化名）
的两位至亲：姨妈和妈妈相继被诊
断为卵巢癌。亲人的变故，让学医
出身的晶晶夫妻俩感受到了一个
危险的信号。

森森爸爸韩伟（化名）说，他特
地带岳母到北京做基因筛查，结果
发现， 她的BRCA1基因存在杂合
致病突变。这个导致疾病易感的突
变， 传递给下一代的几率高达
50%。

随后的基因检测证实，晶晶遗
传了BRCA1致病基因突变。

中信湘雅医院首席科学家卢
光琇教授介绍，这个基因突变会增
加她本人以及女性后代罹患乳腺
癌和卵巢癌的风险，也会提高男性
后代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发病风
险。

“癌症的发生其实就是细胞的
异常增殖。” 中信湘雅遗传部副主
任杜娟教授介绍，人体中每一个细
胞的行为都在遗传物质（也就是基
因）的严密控制下。基因就像一段

段文字， 记录了全生命的运行规
则， 基因通过每一次的细胞增殖，
不断地被复写到新的细胞。

可有些时候，某些基因关键区
域的复写发生错误，导致细胞运行
出现了重大失误，并发生一连串复
制错误的出现和积累，最终导致细
胞的行为从增殖异常到侵袭、转
移，最终危及个体的生命，这就是
癌症发生的过程。

阻断：胚胎植入前诊
断，然后选择正常的胚胎
植入

“以前我们认为，错误发生是
无法预计的，但随后完成的人类癌
症基因组学发现，大约5-10%的癌
症患者在出生时某些基因就发生
了这样的错误。”卢光琇介绍，这会
导致其发生肿瘤的风险高于一般
人群， 而基因的错误还会在生育
时，不断地复制、传递，导致了遗传
性肿瘤的发生。

越来越多的人在察觉了自己
的“宿命”后，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加
以预防。最著名的案例，是影星安
吉丽娜·朱莉在得知她的外婆、妈
妈、 姨妈因基因突变导致乳腺癌、
卵巢癌，而她也同样携带这样的突
变时， 切除了自己的乳腺和卵巢，
以预防乳腺癌和卵巢癌。

如果通过胚胎水平的基因筛
查将风险扼杀，就能使癌症家族的
厄运终结， 这是新世纪的重大课
题。

2009年1月， 世界首个通过
PGD辅助生殖技术排除BRCA1基
因突变的女婴在伦敦诞生，媒体称
她为“无癌宝宝”。随后，卢光琇生
殖遗传学团队，将肿瘤与生殖学相
结合，2015年成功诞生国内首例

“无癌宝宝”，阻断家族中视网膜母
细胞瘤的遗传。

据了解，胚胎植入前诊断是在
胚胎发育到第5天时， 由实验室工
作人员从胚胎的滋养外胚层提取
1-5个细胞进行检测，看是否含致
病基因。滋养外胚层未来将产生胚
外结构，如胎盘等，因此提取这一

部分的细胞不会影响胎儿的发育。
森森就是通过PGD技术（俗称

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诞生的。
经过两个助孕周期，杨晓祎医

生为晶晶筛选了一枚不携带BR-
CA1基因突变的胚胎， 进行移植。
2019年初，妊娠成功了，随后的产
前诊断也显示， 没有遗传BRCA1
基因突变。

2019年10月18日， 足月剖腹
产的男宝宝森森出生了：3千克，体
检一切正常！

优生： 可阻断263种
单 基 因 病 和 55 种 肿 瘤
遗传

根据2018年湖南省肿瘤登记
年报结果显示，乳腺癌在湖南省癌
症发病病种中排名第二位，在所有
女性癌症中，发病率排名第一位。

目前已证实，BRCA1和BR-
CA2基因突变都将导致遗传性乳
腺癌和卵巢癌易感，携带者患病风
险比普通人群高5-10倍。据悉，中
信湘雅医院在湖南省重大专项的
支持下，免费为乳腺癌、卵巢癌患
者进行这两个基因的筛查。

据介绍，中信湘雅医院已实现
对55种肿瘤进行基因诊断，目前有
68个家庭在该院选择PGD技术阻
断肿瘤易感基因，涵盖视网膜母细
胞瘤、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家族
性大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疾病。另
外， 该院还建立了263种单基因病
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技术，阻
断遗传病的传递，避免罕见病患儿
的出生。

“近亲中有50岁之前患肿瘤的；
同辈中两人或以上患同种肿瘤；家
族中多人患肿瘤， 这些情况都要警
惕遗传性肿瘤的风险， 可考虑遗传
咨询评估。”卢光琇教授建议。

不过，卢光琇也表示，由于人
类基因存在高度的异质性，恶性肿
瘤的发生除遗传因素外， 还与环境
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无癌宝宝”
是指排除了家族中高风险致病因素
的宝宝，降低了恶性肿瘤的发生率，
而不是未来一定不发生癌症。

张家界市政协副主席、桑植县委书记 刘卫兵

近年来，桑植县委、县政府坚持抓教育就
是抓发展、 抓教育就是抓未来的理念， 按照
“城区学校扩容、农村学校提质”的教育发展
思路，加快实施“高中向县城集中，初中向联
片集中，小学向集镇集中，村小适当保留”的
“三集中一保留”学校发展规划，多措并举推
进全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

桑植属武陵山片区典型的老少边穷地
区，财力极为有限。桑植县委、县政府始终坚
持“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的理念，优
先加大教育投入、优先配置教育资源、优先保
障教师待遇。近3年，全县预算内教育经费投
入累计达18.57亿元， 相当于全县财政收入总
和的20%。

随着城镇化不断加快， 城区学位不足问
题日益严峻。近年来，桑植县相继投入10.12亿
元，建成思源实验学校、芙蓉学校、金海实验
学校、启智学校，改扩建澧源镇二小和十一学
校，城区新增学位8730个。截至目前 ，全县共
消除义务教育超大班额136个、大班额134个，
超额完成省定任务。

大力推进省级合格学校建设， 促进农村
学校提质，创建46所农村合格学校，建设8所
农村标准化学校、26所省级农村公办幼儿园、
50所山村幼儿园。完善片区中心学校、乡镇中
心小学功能教室、少年宫等配套设施，推广芭
茅溪留守儿童托管模式， 让农村孩子享受更
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

桑植县把教育扶贫作为长期工程来抓 ，
逐步实现了 “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失学”“解决
一人读书、 实现一人就业、 带动一个家庭脱
贫”两大目标。

出台《桑植县脱贫攻坚教育扶贫“阳光助
学”实施方案》，确保贫困学生全面覆盖 ，3年
共发放各类助学金2.25亿余元，资助贫困学生
96000多人次，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因贫辍学实
现“清零”。

把贫困学生纳入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 。
2016至2019年， 共择优录取350名建档立卡家

庭优秀初中毕业生，由县政府委托长沙师范学院培养，毕业
后回桑植农村小学任教。该模式已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推广。

为解决急需尽早就业、 减轻家庭负担的贫困学生就
业问题，3年来累计与解放军3303工厂 、 湖南有色金属职
业技术学院等合作招收332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实
行订单式培养，毕业后全部安排就业，成为职业教育扶贫
的典范。

同时 ，我县构建教育长效机制 ，保障学生 “上好学 ”。
一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推行校
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二是保障教师待遇，实现了教职员
工财政保障水平高于公务员的目标。三是优化资源配置。
采取多种措施补齐设施设备， 今年采用BOT模式实施教
育信息化“三通工程”，全力推进教育现代化。

衡阳市委常委、耒阳市委书记 罗琼

近年来，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 始终坚
持教育优先发展，坚持“改善民生从教育
突破，发展教育从均衡抓起”的理念，抓投
入、破瓶颈、强基础，大力推动城乡教育均
衡提质。

突出优先地位， 加大投入促提质。秉
持教育工作“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理念，聚
焦城区挤、 乡村弱等问题抓投入，2018年
市公共财政投入教育经费达12.18亿元 ，
占公共财政支出的21.45%；2019年通过各
种途径筹集教育资金9.7亿元， 近两年投
入义务教育基本建设资金5.19亿元， 新、
改、 扩建城区学校17所， 新增城区学位
17925个； 创建农村标准化学校35所 ，启
动农村薄弱学校改造62所 。全市65人以
上超大班额全部消除 ，大班额率下降至
19.5%。

突出队伍建设， 夯实基础促提质。狠
抓师德师风建设，严格落实师德考核“一
票否决制”，大力推选优秀典型，开展最美
教师评选活动， 全市共培育推选全国优
秀教师30人，省特级教师18人；加大教师
补充力度，通过本地公开招考、特岗招聘、
定向培养， 近两年共补充教师1703人；实
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乡镇工作补贴、农
村教师补贴、“五险一金” 全部落实到位，
新进教师60%分配到农村任教， 每年90%
的评优评奖、职称指标分配到一线教师，
有效激发了基层教师的工作热情。

突出机制创新， 协同发展促提质。一
是探索试行集团化办学，在市一中、二中
实行“1+X”捆绑试点，组建2个教育集团
捆绑考核、以强带弱；稳步推进乡镇中小
学一体化管理， 在中心乡镇建设一批寄
宿制学校，实现集中办学、规模办学，让农
村孩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 二是按
照“一帮多、强带弱”模式，组织每所城区
优质学校，对口帮扶多所农村薄弱学校，
实现城乡学校对口帮扶全覆盖。 三是实
施“智慧教育”四年行动计划，实现教育统一规范化管理
和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互补，促进了城乡义务教育整体水
平大提升。

突出党管教育，党建引领促提质。强化领导抓教育。
成立由市委书记任政委、 市长任组长的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党建、师资、基础设施、校园安全、整改反馈5个工
作组， 分别由四大家主要领导牵头负责。 完善制度抓教
育。 先后制定出台 《耒阳市教育发展五年中长期规划方
案》 等文件， 建立定期议教制度和党政领导定点联校制
度，将教育绩效纳入县、乡党政班子年度综合考核。党建
引领抓教育。在教育局成立党建办，对全市乡镇学校党组
织统一归口管理；选派第一书记进驻民办学校，切实加强
对民办学校教学、收费、招生、安全等方面监管。

市州、县市区党政领导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湖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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