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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鼻咽癌生機料增三成
粵港星聯手證實誘導化療具確切療效 改寫治療國際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昨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中山

大學腫瘤防治中心獲悉，由該中心牽頭聯合新加坡國立癌症中心、香港中

文大學威爾斯親王醫院組成的鼻咽癌協作小組，在國際上首次確定誘導化

療具有確切療效。該研究成果近期被美國國家綜合癌症網絡（NCCN）納

入新版指南，改寫了晚期鼻咽癌治療國際標準。據悉，誘導化療聯合同期

化療，可將晚期鼻咽癌放療失敗率減少30%，挽留約30%的治療失敗患

者，並最終將5年總生存率提高6個百分點，即由78%提升至84%。

三種常見化療方式
誘導化療

又稱新輔助化療，是指放療前使用的化療，可在短時期內減少腫瘤負荷

並減輕由於腫瘤引起的各種臨床症狀，改善血供，提高放療敏感性，對

亞臨床轉移灶也有一定的作用。

同期化療

在放療的同時，給予患者口服或靜脈的化療藥物。

輔助化療

對身體的腫瘤進行手術治療和放療後，應用化療，使原發腫瘤縮小，同

時可能消滅殘存的微小轉移病灶，減少了腫瘤復發和轉移的機會，是提

高治癒率而進行的化學藥物治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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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高發
俗稱「廣東癌」

鼻咽癌是中國南方常見
的頭頸腫瘤，發病以廣東
最多，亦稱「廣東癌」。

據悉，全球每年有逾8.7萬宗鼻咽癌新發病
例，作為發病大國，中國佔據其中40%，廣
東、港澳地區尤其高發。2017年，僅中山大
學腫瘤防治中心新收治的病例接近6,000例，
全年治療量超過1萬人，香港每年新發病例亦
超過800例。由於其症狀隱匿發病凶險，約七
成患者就醫時已是晚期，致死率高。

據馬駿教授介紹，目前，晚期患者的治療根
基是同期放化療，但仍有20%左右的患者在
治療後出現遠處轉移，成為治療失敗的主要原
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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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海洋科普聯盟
在青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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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8年，美國NCCN指南根據低發
地區的臨床試驗結果，推薦同期放化

療聯合輔助化療為局部晚期鼻咽癌（即晚
期）的標準治療方案（1類推薦），即最高
等級推薦方案。與此同時，亞洲專家也加緊
就鼻咽癌治療方法進行探索。
次年，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德章發表研
究成果，首次發現「誘導化療+同期放化
療」比「單純同期放化療」可提高患者3年
總生存期。2012年，來自中山大學腫瘤防
治中心馬駿教授團隊，於亞洲高發區完成一
項臨床實驗，在國際上首次證實輔助化療未
能進一步提高療效，且帶來明顯的毒副作
用。兩項研究成果被歐美指南先後採納。
2016年至2017年期間，來自中山大學腫
瘤防治中心的三個團隊又分別對「誘導化
療」進行了進一步研究。馬駿及孫穎團隊以
「三藥誘導化療」（多西他賽+順鉑+5-氟
尿嘧啶）多中心隨機對照試驗，在國際上首
次證實同期放化療前使用誘導化療可顯著降
低遠處轉移率並提高患者生存。洪明晃教授
團隊亦發現順鉑+5-氟尿嘧啶「兩藥誘導化
療」方案有潛在趨勢降低遠處轉移率；陳明
遠教授團隊進一步通過該臨床試驗建立了可
預測誘導化療療效的分子模型。

分析千例患者 降手術失敗率
然而，雖然多個專家團隊均發現誘導化
療加同期放化療可以提高生存，或者可以降
低遠轉，但這些試驗結論並不統一。
為此，由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牽頭，
聯合新加坡國立癌症中心以及陳德章領銜的
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團隊20多人組成鼻咽

癌協作小組，開展了一項基於誘導化療隨機
對照臨床試驗個體數據的國際多中心合併分
析。通過對來自廣東、香港和新加坡的
1,193例患者進行了個體數據合併分析，發
現相對於單純同期放化療，誘導化療（放療
前使用化療）聯合同期放化療可將患者的5
年遠處轉移率降低7%，5年總生存率提高
6%，明確了誘導化療可通過降低局部區域
晚期鼻咽癌的遠轉風險而轉化為生存獲益。
「在此之前，鼻咽癌晚期患者中5年死亡

率為22%，而通過誘導化療，放療失敗率
可以減少 30%，即挽留 30%的治療失敗
者。」參與該研究的陳雨沛博士說。

適用亞洲患者 續研口服治療
至此，誘導化療在鼻咽癌治療中的地位

最終得到確認，其代表性和權威性得到國際
認可。
馬駿介紹，美國推薦的同期放化療聯合

輔助化療方案中，輔助化療毒副作用明顯，
亞洲患者的耐受性較差，能夠通過三期輔助
化療的患者比例僅60%。而此次證實的誘
導化療聯合同期放化療方案，可早期清楚微
小轉移灶，減少腫瘤負荷，保護正常組織。
因此，該方案目前確定十分適用於亞洲高發
區患者。
基於以上研究成果，近期，美國最新版
指南已將誘導化療方案從3級證據上升為
2A證據（僅次於1類推薦）。
目前，馬駿教授團隊正對誘導治療中的2

藥、3藥方案進行改良臨床試驗，試圖通過
一種藥進行口服治療。據悉，相關試驗效果
明顯，研究成果待確認後將正式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近段時間來，內地網絡上充斥「中國實力
超越美國」「中國已是世界第一」「美國
害怕了」「日本嚇傻了」「歐洲後悔了」
等信息的文章。對此，人民日報旗下人民
網從前日起開始發表系列評論猛批此類浮
誇自大、華而不實的文風，斥責此等「爆
款」雄文一無事實骨架，二無內容血肉，
三無思想含量，但挑動極端情緒、肆意傳
播偏見，導致公眾走進夜郎自大、自吹自
擂狂妄誤區。
人民網該組評論共有三篇，從2日起已
刊發兩篇。分別是《人民網三評浮誇自大

文風之一：文章不會寫了嗎？》、《人民
網三評浮誇自大文風之二：中國人不自信
了嗎》。
文章指出，最近在網上，「美國害怕

了」「日本嚇傻了」「歐洲後悔了」之類
的文章，總能賺取不少莫名點擊。然而，
縱觀這些所謂「爆款」文章，其內部水平
卻了無新意，令人堪憂。

助長民粹情緒 百害而無一利
評論認為，中國無疑取得舉世矚目的發

展成就，很多領域也位於世界前列，但並
非什麼都能用來自誇、什麼都可洋洋得

意。浮誇自大很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乃至誤
判，甚或片面地出現「天下第一」的錯
覺，無形地助長民粹主義情緒，都是「百
害而無一利」。此外，用浮誇文風講荒誕
故事，反過來會自食其果，諸如「中國放
的這句狠話，美國再聽不懂就要出大事
了」「別怕，中國科技實力超越美國，居
世界第一」等信息傳到海外，「那邊」就
有無數猜想，國際傳播、形象傳播在不經
意間被『抹黑』了、『異化』了」。
文章結尾總結說，只有「腳踏實地、求

真務實」的精神才是中國人民應有的氣質
和稟賦，必須杜絕包括文風在內的一切浮

誇自大，實現全面小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
復興。
人民網的這組評論在網絡上引發熱議，

其切中時弊、清醒的反思態度得到網友廣
泛共鳴。新浪微博網友小夜夜說：什麼厲
害了我的國、新四大發明……每次看到夜
郎自大式的鼓吹都很反感。網友木子5678
說：我們對國家應該自信，但自信不是自
戀，也不是目空一切。也有不少網友表
示，浮誇自大情緒的盛行，媒體難辭其
咎。網友wcg116指出：中國媒體缺少批判
精神，總是報喜不報憂，造成了虛假繁榮
的景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廣州市
民政局昨日稱，截至今年5月底，該市擁
有長者食堂952個，增長迅速，計劃進一
步提高養老「大配餐」服務的質量。
在快節奏的都市生活中，老年人的「用

餐難」是一個問題，尤其是午餐，讓不少
身為上班族的子女牽掛。其中，純老、獨
居、孤寡、失能等困難老年人是助餐需求
重點。因此政府、企業等共同為老年人提
供助餐配餐，即「大配餐」服務。
根據廣東省民政廳發佈的數據，按照每

年3.5%的遞增測算，預計到2020年，廣
東省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達1,518萬，
佔比升至15.8%以上。其中，廣州高齡人
口的總量和獨居老人的隊伍都在增長。

廣東省民政廳稱，隨着老齡化、高齡
化、空巢化等趨勢明顯，生活不能自理的
老年人和空巢老人越來越多，促使粵港澳
大灣區養老服務需求增加。近年來，約有
11.5萬名60歲以上的香港長者在內地居住
或長期逗留，絕大部分居住於廣東省。因
此，長者飯堂的推開建設，對居住在粵港
澳大灣區的長者有利。
廣州市民政局稱，截至今年5月底，全
市共建有長者飯堂952個，比2016年底增
長4倍以上。
今年3月以來，廣州市養老大配餐服務

啟動全面摸查調研工作，通過突擊檢查、
內部審計、第三方暗訪等方式對全市長者
飯堂開展大排查。

從摸查結果來看，廣州市長者飯堂運
營狀況總體向好，餐食供應有序，就餐
人數穩定，就餐長者普遍評價為較滿
意，但也存在總體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
等問題。
對此，廣州市民政局推進「互聯網+大

配餐」，在該市17條街道的31個長者飯
堂試運行市居家養老服務信息平台助餐配
餐服務功能和移動APP，實現老年人刷社
保卡就餐。
廣州市民政局局長何鏡清稱，對於餐飲

質量較差、老年人投訴較多，或出現食品
安全事故等的集體用餐配送企業和運營機
構，由民政部門予以通報，2年內不得參
與長者飯堂項目招投標。

穗提高長者食堂質量 惠及大灣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際海洋
科普聯盟昨日在青島市成立並啟動運行，搭
建全球範圍的海洋知識交流、討論、傳播和
共享平台，推動海洋科學知識的普及，促進
更多民眾認識海洋、關心海洋。
國際海洋科普聯盟是在3日至5日於青島

海洋科學與技術試點國家實驗室（海洋試點
國家實驗室）召開的「2018全球海洋院所
領導人會議」上宣佈成立的。
海洋試點國家實驗室主任、中科院院士吳

立新介紹，海洋試點國家實驗室聯合世界多
個海洋研究機構、涉海高等院校和涉海組織
等現有的海洋科普資源。目前，其成員單位
主要有俄羅斯科學院太平洋海洋研究所、東
英吉利大學、法國國家科學院、新加坡國立
大學熱帶海洋科學研究所、馬來亞大學海洋
與地球研究所、新南威爾士大學、孟加拉達
卡大學地球環境科學學院國際海洋治理中
心、越南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等。

豫農逾2萬斤西瓜
臨收穫被歹人砍爛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河網報道，辛苦忙碌

大半年，眼看西瓜就要成熟可以上市賣錢
了，卻不料一夜之間兩畝瓜地裡的2萬多斤
西瓜被人全部砍爛。河南登封64歲的瓜農
王彥明傷心欲絕。
登封市公安局盧店派出所接到王彥明一家

的報案後，民警立即趕到現場進行了調查。
由於被毀西瓜數量太多，已構成了刑事案
件，目前，該所已將此案移交給了刑偵大隊
進行調查。
王彥明說，6月30日早上8點賣完辣椒回

到瓜地時，發現許多西瓜都裂開了大口子，
走進仔細一看，才知道地裡的西瓜是被人砍
爛的。據王彥明講，他家種的是一種叫「美
甜」的品種西瓜，再過10天左右就該成熟
上市了。由於今年氣候適宜，加上他和家人
的細心照料，兩畝瓜地的畝產都超過了萬
斤。按照目前當地市場的價格，2萬多斤西
瓜至少可以賣2萬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12名由
張江高新區管委會推薦或認定的外籍高層
次人才3日獲得了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
證。
作為「人才高地」的張江歷來重視聚

才、引才。目前，張江高新區管委會已為
85名外籍高層次人才和創新創業外籍華人
申辦永久居留出具了推薦函或認定函，成
功引進了多名站在科技前沿、具有國際視

野和能力的外籍高層次人才。
2015年7月，中國公安部和上海市政府

建立了部市協作機制，在張江國家自主創
新示範區建立了聯繫點，為吸引海外人才
開展政策試點，為服務企業發展和科技創
新提供經驗。3年來，中國官方先後推出
了25項支持上海科創中心建設的出入境政
策措施，其中，有6項政策是為張江國家
自主創新示範區量身定做的。

根據今年1月推出的「上海出入境聚英
計劃（2017-2021）」，每年將陸續出台一
批出入境政策在上海先行先試，重點吸引
國家急需、緊缺的高端外籍人才。
2018年推出的出入境新政有三項：一是

為頂尖科研團隊中的外籍核心成員申請永
久居留提供便利，依據該項政策，頂尖人
才也擁有了外國人永久居留的推薦權，可
以推薦6名科研團隊成員申辦外國人永久

居留身份證；二是允許「雙自」和「雙
創」外籍人才兼職創新創業，該項政策突
破了外籍人才只能在一家單位工作的限
制，也為用人單位聘用外籍人才提供了更
多的人才儲備和選擇；三是為全球外籍優
秀畢業生來滬發展提供長期居留和永久居
留便利，依據該項政策，中國國內重點高
校的國際學生或者境外知名高校的外籍學
生，在上海找到工作之前，需要實習或創
業的，可直接憑畢業文憑辦理2年期居留
許可；工作滿3年的，還可申請永久居
留。

滬12名外籍高層次人才獲中國「綠卡」

■廣州市民政局昨日稱，截至今年5月底，
該市擁有長者食堂952個，增長迅速，計
劃進一步提高養老「大配餐」服務的質
量。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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