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美国的治肿瘤发明专利——— 缓释库疗法
缓释库疗法由于保法教授

在美国圣地亚哥医学院进行博

士后研究时发明创造。缓释库
疗法的机理是利用药物缓释技

术和注射技术，使药物在肿瘤

内形成一个巨大的“药物仓

库”，提高了药物在肿瘤内的浓

度和药物半衰期数十倍，药物

注入肿瘤组织后可迅速杀死癌
细胞，并将肿瘤包绕在高浓度

的药液中，然后缓慢的释放，逐

步杀死剩余癌细胞“缓释库技

术”改进了常规的治疗模式，直

接快速增加肿瘤局部的药物浓

度和持续时间，提高了对局部

肿瘤的控制，减少治疗后肿瘤

的复发和转移，同时保护正常

组织免受治疗副作用的影响。

“缓释库疗法”被美国专家

誉为“癌症化疗用药的一次革

命”，2004 年获得美国发明专

利，2006 年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现已成功治疗肿瘤患者上万

名。

缓释库疗法适应症

适用于肺癌，肝癌，胰腺

癌，食道、胃、肠癌，膀胱、前列

腺癌，肾癌，口腔、鼻咽癌，宫

颈、卵巢癌，乳腺、皮肤癌、恶性

淋巴瘤，骨肿瘤等原发或转移

的各种实体肿瘤。对手术失败、

术后复发及转移，不能或不愿

手术者；对放化疗失败或不能

耐受放化疗者同样适用。

缓释库疗法靶向治肿瘤不

开刀、无痛苦、效果好，能延长
患者生命，提高生活质量，捍卫

患者尊严！

传统肿瘤治疗--手术、

放疗、化疗的缺点：

缺陷一：强烈的毒副作用。

癌症患者对手术及放、化疗的

毒副作用感受最深，吃不饱、睡
不香，四肢无力、全身难受，许

多患者被折磨的生不如死。

缺陷二：极低的治愈率。强
烈的毒副作用使患者遭受了不

同程度的创伤，身体的抗病机

能难以恢复，治愈率极其低下，

常常是旧病未去新病又来。

缺陷三：片面的指导思想。

毒副作用大、治愈率低，重病不

重人，造成肿瘤依旧在体内，人

已去了的悲剧。

缺陷四：繁琐的治疗程序。

癌症患者从初诊、复诊到确诊，

从一次次的手术到一次次放、

化疗，真是繁之又繁、难之又

难！

缺陷五：昂贵的医疗费用。

昂贵的医疗费给患者心理造成
的巨大压力，对患者病情的康
复极为不利！

缺陷六：狭小的适用范围。

手术治疗适合早期癌症，却不

适合中晚期癌症；放化疗适用

于身强力壮者，而不适用于身

体虚弱患者。

2005 年 5 月 12 日，一次例行

的体检彻底改变了家住济南的李

先生的命运--左肺占位，456 医

院诊断为：“左肺中心型肺癌”。拿

到医院诊断书的那时那刻，他也

懵了，就像大冷的冬天一下子掉

进了深深的冰窖，从头到脚凉透

了，剩下的一颗心在“扑通，扑通”

地跳着，手足无措，很有些惶惶不

可终日的味道。家人也慌了，没想
到平时能跑能动，饭量不小，体重

没减的李先生居然患的是绝症，

都赶忙放下手里的工作，再次陪

同李先生来到医院，寻求治疗的

方法。医生给出的建议是手术切

除，并说这是目前最好的治疗方

法，渐渐冷静下来的李先生拒绝

了手术治疗。

电视上见多了、网络上看多

了、身边的人的经历多了，李先生

接触的手术治疗的癌症患者绝大

部分不但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

反而让患者痛苦的离开了人世，

就像他自己说的：“让我接受手

术，还不如不治疗呢！”话是这么

说，不治疗家人可不答应，李先生

自己也不甘心。妻子带着李先生

的检查结果走遍了济南的各家医

院，终于在济南保法肿瘤医院找

到了适合李先生的方法--缓释库

疗法，经过咨询，他了解到：缓释

库疗法不用手术，是直接针对肿

瘤进行用药，直接、近距离、迅速

杀死肿瘤内的癌细胞，局部治疗

的同时还具有一定预防复发和转

移的效果。因是直接针对肿瘤部

位用药，血液中没有药物，所以几

乎没有副作用。

2005 年 5 月 30 日，李先生住
进了济南保法肿瘤医院，住院号：

00327，入院检查显示：左肺门占

位病变，大小 3 . 1cm × 4 . 1cm。刚

住院时，李先生心里还是非常紧

张，虽然已经了解到缓释库疗法

治疗几乎没有痛苦，但毕竟是穿

刺治疗，针刺进肉里，哪有不痛

的。这种感觉一直到做完第一次

治疗才消失--治疗过程中虽然有

些疼痛，但根本不如自己想象的

那么严重，没用咬牙就坚持完了

治疗。经缓释库疗法治疗两次后，

2005 年 9 月 6 日复查显示，肿瘤

缩小超过 50%，后来李先生就定

期到济南保法肿瘤医院复查，病
情一直稳定。

谈到自己的治疗经历，李先
生有感而发：“都说癌症治疗要在

鬼门关走一遭，都说癌症治疗药

脱层皮，原来自己都没当回事，真

正自己患病的时候才发现，说癌

症患者是被病吓死的，倒不如说

是被治疗吓死的，怕手术不能恢

复、怕术后转移、怕恶心、怕掉头

发、怕白细胞降低……，我接受的

缓释库疗法就很好，怕的一样也

没有，整个过程不像治疗，更像疗

养，我们癌症病人本来身体就虚

弱，免疫力就低，这种像疗养方式

的治疗比那些机械的治疗更适

合。”

五年抗癌路
--济南肺癌患者李先生经验谈

缓释库疗法发明人于保法教授简介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十一届济南市政协常委
★第十二届济南市政协委员
★美国癌症协会会员
★ 1988 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硕士研究生毕业

★ 1990 年美国圣地亚哥医学

院做博士后研究
★ 1992 年美国苏克医学研究

所做博士后研究
★ 1994 年～ 1998 年任加州大

学圣地亚哥医学院 UCSD 副教授
★ 2005 年获国务院颁发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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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工地施工，每天动静很大，晚上灯光太强

养殖场千余蛋鸡吓得“罢了工”

本报 11 月 10 日热线消息(见习记

者 聂金刚) “我养的 1000 多只鸡不

下蛋了！”市民李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电

话反映，自从他家养殖场附近来了个

施工队，他养的鸡就受到了惊吓，不仅

不下蛋了，还陆续死掉了 70多只。

10 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东八

路和黄河路路口东北处李先生的养
殖场。李志成介绍，“本来这个时候是

鸡的产蛋期，可自从施工队过来以

后，1000 多只母鸡都不下蛋了。以前
吃两桶饲料，现在只吃半桶。”上一个

月这些鸡一天能下 500 多个鸡蛋，可

现在一天总共才下十几个。

李志成说，这个施工队是两个多

月前过来的，当时施工的地点离养殖

场比较远，可最近半个月，施工点离

养殖场越来越近，现在最近的施工点

离养殖场不足 30 米。

他父亲说，现在施工队天天晚上

到七八点还作业，有时候通宵不停。

晚上施工的声音本来就大，再加上灯

光一照，他家养的鸡就“炸棚”了，到

处乱飞，有不少严重撞伤的。

据介绍，前几天施工队施工的时

候还有不少盐碱地的咸水流到养鸡

场，鸡喝了很受影响。李志成说：“现在

还有 200 多只鸡生病，每天都有五六

只鸡死掉，照这个速度，这些鸡很快

就会死光。”李志成指着一只趴在地

上的鸡说，这只鸡过不了三天就会死

掉。正说话的时候，记者看到这只鸡

就慢慢地耷拉下脑袋死掉了。

李志成说，现在这些鸡论斤能卖

到 26 元一斤，一只鸡差不多就是 80

元。李志成粗略的一算，目前死掉的
70 多只鸡，加上鸡蛋损失接近万元。

一位经常给李志成的鸡看病的

兽医杨医生说，附近动静太大，还有

强光刺激都对鸡不利。根据他多年的

经验，每年因为这种原因造成鸡死亡

的情况不少。

本报 11 月 10 日热线
消息(见习记者 武希栋)

“楼道内的墙壁被熏的

黑乎乎的，声控灯也一直

不亮”，李女士向记者反
映。两年来，这个问题一

直困扰着府前小区 20 号

楼的居民。

10 日，记者在小区 20

号楼四单元看到，从一楼

到五楼的墙壁都是黑的。

“2008 年的一场大火将楼

道烧成了这个样子，楼内

没有灯，晚上上楼要摸

黑。”李女士说。

据介绍，楼道内换过

电表箱，部分线路也整修
过，可是楼道内的声控灯

依然不亮。

府前小区居民委员

会的李主任说：“府前小
区建成 20 多年了，住房
维修金也已经用完了。楼

道内墙壁的粉刷工作，应

由住户自己集资来处理。

楼道内公用线路的问题

已经上报到社区整治小
组了。”

手机很便宜 原是山寨货

本报 11 月 10 日热线
消息(见习记者 张大宁)

11 月 5 日，记者接到了

北京 3G 网络推广中心的

电话称，东营仅有 200 个

人有机会获得新品 oppo

手机。9 日上午，该中心的

人把手机送到了记者手

中，经确认该手机竟是山

寨的。

5 日，北京 3G 网络推

广中心的工作人员称，该

手机原价 3800 元，现价
980 元。

11 月 9 日上午 10 时

许，该中心的负责人将一

款 oppo“A107”手机送到

了记者手中。记者看到手

机的包装非常简陋。当记

者要求看看 oppo 手机密保

卡时，负责人说他是物流

公司的，对手机的性能并

不是很了解。

随即记者来到 oppo

客服中心，工作人员根据

记者的描述断定，手机是

假的。他说 oppo 并没有

“A107”这个型号的手机。

李志成

说养鸡场

里的鸡陆

续死去，

现 在 有

7 0 多 只

已 经 死

亡。 本
报见习记

者 聂金

刚 摄

声控灯不亮 摸黑上楼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