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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骨头从体内取出放在超低温液氮
中浸泡消灭癌细胞，再完整“回植”体内，
让患者避免截肢……近日，一则“自体瘤
骨灭活再植”手术案例在微博引发关注，
有网友惊叹医学发达，也有网友质疑骨头
健康程度。记者了解到，类似这种生物重
建的技术虽然不为外界广知，但几十年来
一直被医学界探索与实践，相比植入人工
骨骼，骨回植技术有其独特优势。

我国曾开展类似手术

“这是一位小朋友大腿的骨头，他患
了尤文氏肉瘤（一种骨头的恶性肿瘤），
骨头取出来之后，用液氮超低温杀灭癌
细胞，再重新放回体内。感谢医学的进
步，患者避免了截肢。”

近日，北京朝阳医院普外科住院医
师曾维根在自己的微博分享了这样一个
案例，并附上一张图片。图中是一根红
色的骨头，与普通骨头相比，其表面不复
光滑，被侵蚀得坑坑洼洼。这一微博引
发大量关注，有网友在评论区感叹医学
的发达，也有网友就骨头的健康程度、细
胞存活度发出疑问。目前，该微博已经
有2万转发和1.6万回复。

曾维根分享的是国外一则案例，这

一在医学领域被称为“自体瘤骨灭活再
植”的技术其实已经很成熟。记者了解
到，我国就有医院曾开展过类似手术。

-196℃“杀死”癌细胞

李恒元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以下简称“浙医二院”）骨科主治医
师，他介绍，1968年，美国最先开展该手
术，1983年，浙医二院也进行了手术实践
及5年随访。之后，随着人工假体技术的
发明，液氮灭活被搁置，直到去年，该院
对原来的方法进行了优化并重启手术，
目前开展的10多例手术效果都不错。

这种手术究竟如何开展？李恒元介
绍，首先，医生将肿瘤骨分离出来，剔除表
面的软组织和中间的骨髓，只留下坚硬的
骨体。之后，骨头被放入液氮，在零下
196℃的低温中，肿瘤细胞被杀死，20分钟
后将骨头取出，在无菌手术台上室温晾15
分钟，回温到零下100℃，再放入30℃左右
的生理盐水中继续回温与消毒。经过这一
系列处理，再将“干净”的骨头回归原位。

李恒元告诉记者，以前是把骨头全部
打断取出，现在为了尽可能缩短恢复时
间，也会采取在保护好周围软组织的前提
下，仅取出一端灭活再回植的方式。

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起淮介绍，对于特殊的医学
使用的重要物品，一般要提前
与航空公司沟通，航空公司会
开出特殊通道予以保障。“但事
实上，在各航空公司的航空手
册中没有专门列明这类情况应
如何提供服务。” 对于物品本
身能否运输，第一，要看航空公
司对这种物品的托运或携带有
没有直接禁止。第二，要看携
带的东西和用于携带的容器会
不会影响飞行的安全。

造血干细胞本身不是违禁
的物品，没有危害，而是辅助保
存的如干冰或其他液体，可能
会有危险，这就需要提前充分
沟通，航空公司和机场尽可能
提供特殊服务。

2008 年 4 月 15 日，民航局
公安局专门就协助中华骨髓
库运送造血干细胞事宜，向全
国 各 机 场 安 检 站 下 发 了 通
知。通知内容包括：随身携带
造血干细胞的工作人员应出
示专门的介绍信，安检验证人
员应核对介绍信和工作人员
有效乘机身份证件，确认无疑
后予以放行。造血干细胞的
运输是放置在有中华骨髓库
标志的储运箱内，各安检站对
装有造血干细胞的储运箱免
予X光机检查，但需进行手工
开箱检查。

此外，由国家卫健委、公安
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建
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
的通知》中规定，工作人员应当

携带《移植中心器官接收确认
书》，人体捐献器官运输箱应当
在箱外显著位置张贴人体器官
运输专用标志。器官运输箱内
含有航空部门禁止或限制携带
物品的，应当事先取得航空部
门的同意；含有保存人体捐献
器官所必需的液态物品的，不
受液态物品航空、铁路运输条
件的限制，但均应满足存储和
运输安全要求。

对此，燕达陆道培医院社
会服务部主任王丽丽表示，其
所在医院工作人员未携带过

《移植中心器官接收确认书》，
“我们此前凭各地造血干细胞
资料库的介绍信在各大机场都
能通过。”

本报综合消息

取骨杀瘤再回植手术引发关注

医务人员医务人员携造血干细胞携造血干细胞
乘机乘机遭遭““拒载拒载””

近日，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被指拒载造血干
细胞一事引发关注。东方航空公司指出医院方
面没有提供能够符合造血干细胞运输规定的相
关证明，而涉事的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方面则
认为“东航没有说明需要提供何种证明”。

据医院方面介绍，医院工作人员在11月30
日被东航拒载后，凭借浙江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管理中心出具的介绍信，和中华骨髓库发
放的专用储运箱，顺利登上了国航的航班。事件

没有对造血干细胞的运输和使用造成影响。
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起淮介绍说，

造血干细胞本身不是违禁的物品，没有危害，而
是辅助保存的如干冰或其他液体，可能会有危
险，这就需要提前充分沟通，航空公司和机场尽
可能提供特殊服务。

医院方面负责人王丽丽表示：“不是我们不
能提供有效证明，是东航没有告知到底需要什
么证明。”

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社会
服务部主任王丽丽称，2018年
11月30日，河北燕达陆道培医
院工作人员高妍携带一例非血
缘造血干细胞，计划搭乘东航
航班从杭州赶回医院，将造血
干细胞回输到白血病患者体
内。但拨打东航热线报备时，
被客服人员告知，因医院未与

东航签署相关运送协议，此例
细胞不能运送。

王丽丽称，由于抢不到票，
最后高妍不得不先坐高铁到上
海，再从上海飞回北京。“高铁票
也抢不到，幸好杭州东站为她开
了绿色通道，允许她先上车。”最
终，高妍乘坐国航航班飞回医
院，细胞于12月1日凌晨到达医

院，“万幸没有耽误治疗。”
院方介绍，2012 年起该医

院一共有536次取非血缘造血
干细胞的经历，70%以上是航
空运送，携带细胞的工作人员
搭乘过国航、南航、海航等公司
的航班。但是根据实践经验，
只有杭州萧山机场要求提前向
航空公司报备。

12 月 2 日 18 时许，东航就
此事发表声明称，东航客服接
到该项人体组织特殊运输服务
申请后，指定了该业务服务专
家跟进。从当日 9 时 24 分起，
在 48 分钟内四次主动致电旅
客说明承运要求和申请材料。
申请人表示其单位系首次通过
东航运输干细胞，两名联系人
均对运输容器的存储介质和体
积数据不了解，并以私人邮箱
向东航发送了三个落款为某医
院某部门的word文件，无任何

印章，亦未提供其他有效证
明。出于旅客运输和人体组织
运输安全性考虑，经公司安全
专家评估，该申请不符合规定，
客服人员反馈申请未予批准。

对于上述声明中“未提供有
效证明”的说法，河北燕达陆道
培医院社会服务部主任王丽丽
表示，东航所说的没有盖章文件
实际上是证明材料的模板。“当
时后方同事和东航客服沟通，说
先通过邮箱发送材料模板，看是
否符合东航要求，如果不行再

改，但是后来东航没有回复。”
针对“运输容器的相关参

数”，王丽丽解释道，运送造血
干细胞的容器都是由中华骨髓
库统一发放给移植医院，标有

“CMDP”（中国造血干细胞捐
赠者资料库）标志。“我们随后
向中华骨髓库询问了参数，打
算提供给客服，但后来客服打
过来又不要参数了。”

“不是我们不能提供有效
证明，是东航没有告知到底需
要什么证明。”王丽丽表示。

12月3日，记者就“如何携
带造血干细胞登机”的问题咨
询了国内6家机场。机场工作
人员均表示，携带造血干细胞
登机需要经过航空公司同意和
医院等其他权威机构开具的相
关运送造血干细胞证明。

武汉天河机场工作人员表
示，由航空公司同意并开具特
殊物品运输通知单，并在安检
处出示通知单。成都双流机场
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由航空公
司开具书面同意，或者现场由
安检工作人员带旅客找航空公

司工作人员确认。
除了征求航空公司同意之

外，6家机场工作人员还表示，需
要旅客提供相关证明包括医院
或其他权威机构、正规单位开具
的运送造血干细胞的证明，否则
相关物品不能办理登机手续。

记者咨询中国国际航空公
司服务热线，客服人员表示，携
带造血干细胞需要客服人员在
乘客的购票记录上备注“旅客
携带人体器官”，需要乘客提供

《移植中心器官接收确认书》或
医院的医疗证明传真件。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客服人
员对此表示，携带造血干细胞

需要报备。对于报备“具体需
要提供哪些材料”，该客服人员
表示，“只是需要旅客随身携带
相关证明，这个相关证明具体
是什么我们还不太清楚，是安
检要用到的。”

“您最好提前联系我们，告
知您是哪个航班，要运什么，我
们给您上报，会有专门工作人

员给您回电，跟您核对信息，包
括确认是否含液氮等制冷剂，
相关证明不一定要给我们提
供，但是有可能会问您有没
有。”

对于此前燕达陆道培医院
方面所提到的“签署运送协议”
一事，东航客服表示：“这个不
用。”

造血干细胞登机被拒转乘高铁

东航：医院未提供有效证明

探访1 机场：需航司同意和相关证明

探访2 航空公司对“证明”说法不一

■ 说法 律师：携特殊医用物品应提前沟通

超低温杀灭癌细胞并不是“灭活”的
唯一手段。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肿瘤科
副主任汤小东告诉记者，医学上还尝试
过射线、高浓度酒精甚至高温蒸煮等手
段对付癌细胞。

“最原始的就是煮沸，放在高压锅里
蒸煮。”他笑道，但肿瘤虽然死了，蛋白有
机成分也被破坏，骨头“酥了”，回植之后
强度也不够，之后逐渐被淘汰。也有医
生尝试通过 95%的无水酒精进行灭活，
但渗透力较弱，只能杀灭表面的肿瘤，内
部可能存在残留，有复发风险，因此也基
本被淘汰了。

射线灭活也是方式之一，要求医院
有放疗机器，手术过程中，医生必须把骨
头从手术室拿去放疗科接受几十分钟的
放射，这期间如何确保无菌需要考虑，如
果手术发生在深夜、放射科不工作，就难
以进行。

在北大人民医院，则采用改良的巴
氏灭活技术。这期间，瘤骨被置于60℃左
右的高渗盐水中浸泡半个小时，这种方式
的优点在于材料易得、不受大型设备和时
间限制，且对骨头的破坏相对较小，能保留
一部分蛋白活性，便于其修复。

追问1 回植后骨头还能生长吗？

在曾维根的微博下，不少网友好奇
经过这一番“折腾”后，骨头还能不能再
生长。答案似乎介于“停止生长”和“再
生长”之间。

李恒元介绍，在彻底灭杀肿瘤细胞
的过程中，正常细胞也会被一同消灭，因
此处理后的骨头其实相当于一根“死
骨”。不过，虽是死骨，仍保留有一部分
活性，虽然本身不会继续生长，但能起到
支架作用，拥有骨诱导性和传导性。这

意味着和健康骨接触后，健康骨会被诱
导往死骨上生长，慢慢的，原先的死骨被
吸收，取而代之的是后期长牢的新骨。

追问2 相比人工骨骼有何优势？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肿瘤科副主任
汤小东告诉记者，相比人工假体，采用自
体骨进行生物重建有自己的优势。一方
面，它能实现修复替代，有利于生物愈
合，另一方面，人工假体在后续还要面临
翻修等问题，较为麻烦。

李恒元则指出，人工假体费用高昂，
自体骨直接省去了这一部分成本。此
外，人工假体还可能面临假体感染、松动
等问题。目前，3D 打印技术兴起，受到
业界认可，但毕竟“不是自己的东西”，远
期效果还有待观望。

不过，他还表示，生物重建也有自己
的局限性。除了自体骨，也有人移植过
异体骨，但异体骨可能发生排异反应，不
能像自体骨那样生长迅速。哪怕是自体
骨，修复期间也存在感染、断裂、再次骨
折的可能性。

追问3 哪些情况适合灭活回植？

虽然有不少优点，但并不是所有的
患者都适合采用这种方式。

汤小东介绍，骨头能修复，但是关节
却不可以，因此这种技术最多用在骨干部
位，若涉及关节，还是要使用人工假体。

患者本身的生理特性也在考虑范围
内。如果患者为老年人或预期生存时间
不长，会更多用到人工假体，不用等待生
物愈合，恢复速度更快。但若是原发性
肿瘤、预期生存期较长、有治愈可能性，
相比需要翻修的人工关节，生物重建就
更加适合。 本报综合消息

“灭活”肿瘤方式多样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