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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马刀能否迎来“第二春”
本报记者 张思玮

热搜

自杀是一个严重的社会及公共
卫生问题，无论是对当事人的家人
朋友，还是对周边环境都会带来极
大的危害。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青
年人为主力军的部分网络用户，会
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表达
自杀意念、直播自杀甚至相约自杀。

近年来，中科院心理所的科学
家们一直在关注，以微博为平台开
展自杀意念的主动识别和干预的
研究和实践。

造成自杀的因素很多，研究人
员认为，主动求治率低是主要原因
之一。目前出现的许多自杀心理疏
导热线和预防中心都需要个体主动
寻求帮助，这就给大部分不愿意主
动求助的有自杀意念者带来了一定
阻碍。

事实上，尽管科学家已经从多
个方面对自杀意念群体的帮助方式
展开了研究，但大多研究集中于主
动寻求帮助情况下的处置措施。中
科院心理所互联网心理危机监测预
警中心，主要针对的就是有关自杀
预警及干预的研究。

此前，他们研究利用网络大数
据识别自杀意念，实现对个体自杀
风险的监测。因为他们发现，大多数
自杀行为发生前是有信号的，比如
情绪低落，流露出绝望、无助的想
法，甚至搜集自杀的相关资料，或把

自杀作为写作的主题等，这些信号都有可能在网
络有所表达。

这一次，他们利用微博的及时性，在确保用
户隐私的前提下，提出利用微博私信帮助这一群
体，通过私信向有自杀意念者精确投放帮助信
息，提高心理危机干预的时效性。

基于已有研究结果，研究人员进行了两次焦
点小组访谈，充分考虑到微博私信对于自杀意念
群体的各种影响因素，并通过对实际曾经有过自
杀意念表述的群体进行调查访谈，了解他们对于
私信的态度，同时弄清他们对于帮助信息的具体
需求。通过这样的访谈得到此群体对于微博私信
设置的反馈，形成了微博私信设置调查问卷，并
向 4222 名有过自杀意念表述的群体发送参与调
查邀请，最终有 725 名参与调查。根据问卷结果，
研究人员归纳并总结出受自杀意念群体关注的
私信特点。

首先，78%的人并不反对收到私信，并且希
望面对心理危机时能够获得心理测试结果反馈
以及专业实际的措施；发信人越可靠，这个群体
越会点开私信中的链接；有 54.5%的人希望在私
信中看到具体应对心理危机的措施。

这项研究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对有过自杀意
念表述者的调查，可以帮助科研人员设计出有效
的微博私信，为利用社会媒体进行自杀干预给出
明确的指导。 （朱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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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我国正式启动禁止洋垃圾入境。
这一决定是根据去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
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其实，2017 年年底
前，我国已全面禁止进口环境危害大、群众反
映强烈的固体废物；2019 年年底前，将逐步停
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的固体废物。

这让一些给我国提供原料的欧美国家不
知所措。因为很多垃圾出口国，并没有充足的
基础设施，难以充分实现对废旧物品及垃圾的
回收利用。

固体废物隐藏“洋垃圾”

对于现在媒体普遍采用的“禁止进口洋垃
圾”的说法，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副秘书长崔燕
并不同意：“洋垃圾的叫法不准确，我国进口的
是可以作为原料的固体废物。所谓的洋垃圾，
应该是指在进口固体废物的同时夹杂在里面
的一些不能利用的物质。”

这些物质并不容易被发觉，因为它们都被
隐藏在成百上千吨运输的固体废物中。

“造成洋垃圾夹带事件的原因众多。”崔燕
表示，因为夹带或走私固体废料甚至“洋垃圾”
能获取高额利润，而海关和检验检疫机构的监
管也不可能做到全面覆盖和精准识别，故意夹
带和造假走私很难杜绝。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曾在 2012 年至 2014
年间共完成了 324 例进口固体废物鉴别，发现
属于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高达 77.8％，可见监
管难度之大。

近日，在浙江省宁波市的梅山检验检疫
局，工作人员就在一批来自智利的铜废碎料中
发现货物中夹带大量电脑硬盘，属国家禁止进
口的固体废物。

“不仅如此，夹带在其中的还有医院里使
用过的针管针头。”崔燕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记者采访时举例说。2017 年 6 月，黄岛检验检
疫局从一批进口美国废纸中检出使用过的输
液管（含残液）、输氧管等医疗废弃物。当时，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说，有的国外不法企业在进口
造纸原料中夹藏生活垃圾、医疗垃圾等“洋垃
圾”，以逃避所在国高额的垃圾处理费用。

“在众多固体废物中，废纸带来的危害最
大。”崔燕说，因为废纸的夹带最严重，而且因
为它暴露的表面积比较大，沾染的东西最多，

所以环境风险最大。
据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检验有限公司公

布数据，2013 年 1~8 月，对进口固废的不合格
率进行的统计显示，其中进口废纸不合格率占
了 85.73％。

此外，一些繁殖力和破坏力极强的草籽，
甚至虫卵、老鼠、蚊蝇和蛆都曾经被发现过。

“为了降低运费，这些废料往往采用海上运输
的方式，运输时间往往超过一个月。”崔燕说。
在这段时间，潮湿的环境往往会让一些固体废
料生虫，产生霉变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极其危险的虫子也曾
经被检查出，比如红火蚁和咖啡果小蠹。其中，
红火蚁以难以防治闻名于世，人们被其蜇伤后
会出现火灼感。

1998 年，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还曾经暴发过
红火蚁群体伤人事件，当时约有 33000 人因被
蚁叮咬而需要就医，其中有 15%的人会产生局
部严重的过敏反应，2%会产生严重系统性反应
而造成过敏性休克，还有人因火蚁直接叮咬而
死亡。咖啡果小蠹则是咖啡种植区严重危害咖
啡生产的害虫，马来西亚咖啡果甚至曾被其危

害高达种植量的 90%。

对国内外均有影响

为了能够消除夹带危险物品对我国环境
和人体健康造成威胁，我国将所有进口废料拒
绝在国门之外。

被这项禁令波及的国家不止一个。根据美
国物料回收组织（ISRI）统计的数据，2016 年美
国出口了近 200 万吨废塑料，其中 70%出口到
中国。而且，2016 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塑料
废品进口量约为 1020 万吨。专家预测，禁废令
后，这些废塑料一部分转移到东南亚，但因为
地域的限制，东南亚承载能力有限，所以可能
大部分废塑料还会留在美国本土处理。

不过，崔燕表示，影响最大的还是废纸的
进口。2017 年有媒体报道，我国目前造纸行业
所需废纸浆组成中，36%来源于进口废纸，64%
来源于国内回收，2016 年国内废纸约 5000 万
吨，进口废纸 2850 万吨，占全球废纸进口总量
的 60%左右。

废纸被完全禁止进口后，我国纸制品行业

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崔燕所在的中国物资再
生协会也在帮助我国企业积极想办法，将禁止
固体废料进口的影响降到最低。

须建立有效回收体系

针对禁令一事，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对政府
和企业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其一，出于保护环境和人体健康的考虑，建
议全面禁止废纸，避免夹带。

“其实我国关于进口固体废物的法律法规
比较健全，但是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纰漏。为了
祖国的绿水青山，所以只能放弃。”崔燕说。

其二，加快国内的回收体系建立。因为目前
我国的回收体系还不完善，效率不高，甚至没有
超过废纸总量的 50%，“这与国外 80%的废纸回
收率相差很多”。如果能够建立良好的回收渠
道，将废纸有效回收，那么国内的废纸产量基本
能够满足国内的生产需求，实现自给自足。

其三，鼓励国内的造纸厂，积极寻找国外树
木众多但同时制浆业不发达的国家，建立制浆
工厂，直接获得木浆原料控制权。

“国内处理进口废纸时，因为有些夹带的危
险物品，所以容易造成污染，甚至影响人体健
康。但相对而言，直接进口木浆则没有这些顾
虑。”崔燕介绍说。同时，他们还建议我国应该
加快国内木浆期货市场的建立。虽然我国是
造纸和纸张出口大国，但因为一直没有建立
国内的市场体系，所以在国际木浆市场没有发
言权。

其四，2016 年出口量已经超过了 1000 万
吨，净出口达 715 万吨。建议应以满足国内需求
为基本目标，适当调整纸及纸板的出口规模和
结构，减少“污染转移”，可以有效地减轻对进口
木浆的依赖。

根据环境保护部统计，2010 年制浆造纸及
纸制品产业废水排放量为 39.37 亿吨，占全国
工业废水总排放量的 18.58%，排放废水中化学
需氧量（COD）为 95.2 万吨，占全国工业 COD
总排放量的 26.04%。

除了给出建议，崔燕等专家正在准备相关
材料为政府主管部门应对 WTO 关于为何不进
口可回收固体废物的质询。“如果我国一些相关
行业可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国内能够建立起
有效的回收体系，那么我国完全不必依赖进口
固体废物。”

再见！进口固体废物
本报记者袁一雪

美国癌症学会在新一期《临床医师癌症杂
志》上发表了 2018 年美国癌症统计报告。报告
发现，美国癌症死亡率已从 1991 年的每 10 万
人 215.1 人死亡，下降到了 2015 年的每 10 万
人 158.6 人死亡，下降幅度达 26%。相当于在此
期间内近 240 万美国人避免了因癌症死亡。

各类癌症中，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结直
肠癌的死亡率下降幅度最大。例如，男性肺癌死
亡率 1990 年至 2015 年间下降 45%；女性乳腺癌
死亡率 1989 年至 2015 年间下降 39%；男性前列
腺癌死亡率 1993 年至 2015 年间下降 52%；结直
肠癌死亡率 1970 年至 2015 年间下降 52%。

过去 10 年里，美国女性癌症发病率维持
稳定，而男性癌症发病率下降约 2%。男性癌症
发病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男性肺癌和结
直肠癌患者减少，而这与吸烟人数减少以及结
肠镜检查使用率提高有关，结肠镜检查可帮助
及时发现癌前病变组织并切除。

从癌症类型看，前列腺癌、肺癌和结直肠
癌是美国男性最常见的 3 种癌症，占癌症患者
总数比例的 42%；而美国女性最常见的 3 种癌
症分别是乳腺癌、肺癌和结直肠癌，占癌症患
者总数比例的 50%。美国癌症患者 45%死于这
4 种癌症，其中肺癌患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
数的四分之一。

报告预测，2018 年美国新增癌症患者将达
到 173 万，而癌症死亡人数将接近 61 万。

癌症死亡率下降

（北绛整理）

“医学治疗史上的又一次革命”，“脑神
经外科的一个里程碑”，这是上世纪 60 年代
末，世界第一台头部伽马刀在瑞典问世后，
医学领域一些专家对它的评价。

伽马刀属立体定向放疗范畴，是放射治
疗的一种治疗手段，它是集神经外科、放射
诊断、放射治疗与计算机技术为一体的全新
治疗系统，特别在头部肿瘤的治疗方面优势
更为明显。

遭遇“倒春寒”

1993 年，中国引进第一台头部伽马刀，
用于脑部疾病治疗。之后，伽马刀开始在国
内一些沿海城市和内地大城市的医院装机
使用。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 3 年后，中国
便自行研制出首台旋转式头部伽马刀。1998
年，中国还创造性地研制出体部立体伽马
刀，将伽马刀的治疗范围从颅脑疾病扩展到
全身主要部位的肿瘤。2003 年，中国再次推
出“组合拳”产品———头体合一伽马刀，兼顾
脑部疾病和体部肿瘤治疗。

可以说，在当时国内医疗设备中，伽马
刀当属为数不多的、具有自主创新的民族品
牌，也因此获得 200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伽马刀在临床上的铺开，也带动了科
研领域向纵深发展。

针对伽马刀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国内外
一些学者开始接连发表文章，这也变相地推
动了国产伽马刀在国内一些中小型医院陆
续落地。

与此同时，一些反对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理由是：少数安装伽马刀的中小医院放

疗条件相对较差，有的医技人员对放疗技术
了解较少，甚至不了解伽马刀技术的特征和
适应症，加之受市场操作和经济利益的影
响，滥用伽马刀的情况时有发生，造成不少
负面影响。

鉴于此，国家相关部门还特意下发了
《卫生部、财政部、劳动部、中国人民银行关
于暂缓装备 γ 刀、爱克斯刀的通知》等相关
文件。

随即，伽马刀开始遭遇“倒春寒”，时至
今日，这场寒流的作用仍在持续。

理由是，在过去的 5 年，国际上伽马刀
治疗人数增长了 3 倍，并且以 20%的年增长
量稳居肿瘤治疗的重要席位。而在我国，却
出现了国产伽马刀新设备逐渐下降的趋势。

“为什么我们掌握着伽马刀的核心技术，
却不能得到健康发展？”中国生物医学工程
学会精确放疗技术分会主任委员、海军总医
院肿瘤诊疗中心主任康静波认为，有必要开
展国内伽马刀使用情况调查及设备评价，以
阐明国产伽马刀的优势和不足，这将对国内
立体定向放疗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期待“第二春”

基于这样的想法，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以
及业内的影响力，康静波获得了国家“十三五”
重点研发计划“立体定向放疗设备应用评价研
究”项目，并于 1 月 6 日召开了启动会。

该项目依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精确
放疗技术分会开展相关工作，包括海军总医
院、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第四军医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等十家单位共同承担。

首先，在前期调研伽马刀应用现状的基
础上，进一步进行需求分析调研，进而编制
内容全面的伽马刀评价规范，再建立评价和
培训示范单位，编写评价体系文件和培训教
材，最终完成对国产伽马刀评价，提出设备
改进建议。

为了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康静波将项目
分解成为三个课题。第一，立体定向放疗设
备需求分析调查和产品遴选。选取 5 个型号
的国产伽马刀产品，每个型号分别在 3 家三
甲医疗机构和 3 家基层医疗机构，覆盖不同
地域，不同使用年限的代表性产品，并以 5

家射波刀为参考。
“在基层医疗机构的选择上，可能会存在

一定的困难。”康静波说，如何选择有代表性
的基层机构还需要项目课题组进一步探讨。

第二，编制评价标准，建立评价和培训体
系，然后由海军总医院建立评价体系样板单
位，对待评价单位进行 2～3 批次的培训，每
批次不少于 20 人。

第三，展开对体部和头部伽马刀产品评
价。海军总医院设计总体方案进行临床功能
评价，各评价小组的医生、物理师和技师进
行临床应用数据评价，检验机构、第三方评
价单位进行可靠性和技术性能评价，形成初
步数据，再进行分析解读。

“其实，只要严格掌握适应症，伽马刀的
临床应用价值很大。”康静波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以国内肺癌脑转移为例，头部伽马刀
拥有绝对的优势。此外，在肺癌、肝癌、胰腺癌
等肿瘤的治疗上，体部伽马刀也有显著疗效。

但恰恰，正是伽马刀这种“万金油”的特
性，遭受到业内一些专家的质疑。

康静波期望，项目结题后将建立一套权
威、标准的伽马刀放疗系统评价和培训体
系，规范伽马刀的治疗范围，再建成一个第
三方应用评价和培训服务平台，并能满足对
未来创新性产品持续评价的需求。

“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国产医疗器械的水
平，还能够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立体定向放
疗专业人才，进而提升国家在肿瘤放疗领域
的水平。”康静波说。

今冬北京一直处于“贫雪”的状态，自去年
10 月 29 日入冬以来，北京市已经有两个多月
与降雪无缘。

气象专家表示，一般而言，形成降雪需要具
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降水系统；二是要有较为
充足的水汽；三是冷空气。当冷空气与暖湿气流
带来的水汽交汇，且气温下降到一定的温度，
就能形成降雪。2017 年 11 月以来，北京以西北
气流为主，同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偏
西，不利于暖湿空气输送，水汽条件不足以使
北京形成大范围降雪。

从南郊观象台的监测数据来看，北京冬季
12 月和 1 月的降水本来就偏少，“贫雪”是常
态。监测数据显示，南郊观象台 12 月份常年平
均降水量为 2 毫米，近十年（2007～2016 年）为
1.5 毫米，去年降水记录为 0，但这并非偶发事
件，从近十年数据来看，其中有 5 年的 12 月均
无降水记录；而 1 月份近十年的平均降水更
少，只有 1.4 毫米。

据报道，北京常年初雪日虽然为 11 月 29
日，但每年初雪日期相差很大。根据 1954 年以来
的统计，北京最早的初雪发生在 10 月下旬，最晚
的初雪一直推到来年的 2 月上旬，相差有上百天
之多。21 世纪以来，初雪仅在 2004 年准时到来；
来得最早的是 2009 年的初雪，11 月 1 日就提早
到来；来得最晚的是 2010 年的初雪，来年 2 月
10 日才到。

北京“贫雪”

41 岁的日本宇航员金井宣茂从去年 12 月
开始在国际空间站工作和生活。近日，他在自己
的推特上发文称：“在大约 3 周的时间内，我的身
高增长了 9 厘米！”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表示，这种情况极其罕见。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宇宙航空研究

开发机构表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宇
宙空间的无重力状态下，脊柱椎骨间的软骨变
长。只不过，这种增长通常仅为 1 至 2 厘米，而从
未听说过有人能长高 9 厘米。

在推特中，金井宣茂表示：“到达外太空
后，进行了身体检测。身高竟然长高了 9 厘米！
仅仅用 3 周的时间，身体就不断‘节节拔高’。
上一次身高猛增还是在初中和高中时代。”

金井宣茂将于今年 6 月乘坐联盟号飞船返
回地球。不过，他在飞船中的专用座是出发前根
据体型制作的，他无不担心地表示：“还能坐得下
去吗？有些担心。”

宇航员长身高

“为什么我们掌握着伽马刀的核心技术，却不能得到健康发展？”海军总医院肿瘤诊疗中心
主任康静波认为，有必要开展国内伽马刀使用情况调查及设备评价，以阐明国产伽马刀的优势
和不足，这将对国内立体定向放疗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卫
星日前捕捉到了一张“炸弹气旋”在美国东海岸
上空移动的图像。这一“炸弹气旋”看起来气势磅
礴，威力无比。

这一强大的“炸弹气旋”1 月 4 日在新英格
兰地区附近海域形成，给美国东海岸带来了暴
风雪天气和低温。现在“炸弹气旋”虽已散去，
但“余威”仍存。

据气象学家解释，“炸弹气旋”通常是指发生
在中高纬度洋面上、强烈迅速发展的锋面爆发性
气旋，常伴有强风和雨雪，具有很大破坏力。

炸弹气旋

堆积如山的进口固体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