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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PSAT/AC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Dr. Edgar Huang 
黄少华博士
SATEnglish@gmail.com
317-804-406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atenglish/

• 学生在SAT英语阅读和写作两方面有大幅度的提高。自2008
年，Carmel高中每年获得National Merit Semifinalists（基于
PSAT成绩）荣誉的众多学生曾在SEEC受过培训。

• SEEC所教内容是美国高中和初中里不系统教授但SAT/PSAT/
ACT要考的。学生在SEEC所学的知识和技巧终身受益。 

• SEEC学生来自印州、美国其他州，加拿大和亚洲多国。
• SEEC常年授课。学生可任意一周加入。请email或打电话联

系。SEEC免费试听课，免费评估英语能力。
• SEEC另有两项服务： (1) 给高中生提供长达四年一对一的名校

升学指导，(2) 给毕业生的大学申请提供关键的个体化指导。

黄博士自2006年5月
开始教SAT，具有丰
富的经验。欢迎6年级
以上的学生参加。

SAT/PSAT/ACT英语提高班

LK移民律师事务所

317-639-1210
www.lewis-kappes.com

代办各类移民个案

资深移民律师

THOMAS R. RUGE(TRuge@lewis-kappes.com)
STEVEN L. TUCHMAN(STuchman@lewis-kappes.com)

2500 One American Square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FAX: 317-639-4882

Email: byl@lewis-kappes.com

绿卡;   工作准许证;    庇护;   递解出境;   H1B 签证;   受聘移民签证;     
劳工纸;   公民入籍;    亲属移民签证;   及其他类别签证. 

其他法律业务范畴：设立新公司;   房地产买卖;   遗嘱及遗产安排;   
民事诉讼;   劳工及雇佣法等.

我们有通晓广东话，普通话的职员提供语言协助
欢迎预约咨询面谈

We speak Spanish, Madarin/Putonghua/Cantonese, and Danish.

代理多家保险公司,保证一步到位 

汽车保险，房屋保险，财产保险，健康保险， 
商业保险，人寿保险，投资理财，奥巴马计划 

Auto, Home, Rental, health, Commercial, Life, Investment, 
Obama care 

电话 (Phone)：（317）688-1684     
电邮：lilly_david168@yahoo.com 

发生在眼前的癌症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是激动人心的领域，日新月异的

进展正在改写人类的肿瘤治疗，为癌症病人
带来福音。我从来沒有想到自己离肿瘤免疫
治疗这么近，合作关系使我了解到旧金山加
州大学Bin Liu教授领导的实验室做出的令人
鼓舞的JCI文章，他们将抗癌药与抗免疫调
节蛋白的单抗结合，发现能够清除多发性骨
髓瘤细胞。这是一种难以治疗的血癌，前不
久还有一位朋友因患此种癌症而英年早逝。
文章最后送审JCI时，论文和图表以及回答
审稿专家问题的所有材料加起来长达63页，
最后发表出来占用了世界著名的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杂志14页的正式版面，
还有20页的辅助材料。我都不知道以后怎样
的信息量才能发表在一流的杂志上，我们仅
帮了他们一点忙而被列在作者里面。

该华裔教授的英语仅带浅口音而十分流
畅，他为普林斯顿博士，虽然年轻但是已经
是UCSF的正教授多年了。他一直做抗癌研
究，几年前发现CD46在多种肿瘤组织里高
表达；现在把药物与抗CD46抗体结合后能
够在动物模型上完全清除迅速转移的骨髓瘤
细胞。图谱中紫，蓝，绿和红色荧光代表被
癌细胞不同程度转移侵润的老鼠，左侧为没
有免疫治疗的老鼠因癌细胞全身转移而大批
死亡，右侧的白色则代表免疫治疗后几乎完
全清除了肿瘤细胞的动物，结果让人兴奋。
文章第一作者己经在丹佛独立建立实验室，
他刚在美国血液学年会上报告宣读这些结
果，所以后续会有两个实验室去谱写更精彩
的篇章，紧跟令人振奋的肿瘤免疫治疗的潮
流。

分析骨髓瘤病人的基因表达发现CD46基
因拷贝的数量大量增加，在其他癌细胞也是
这样，一个免疫受体为什么会这样？这说来
话长，CD46的蛋白质和基因都是华盛顿大
学阿肯森教授的研究组发现的，那是几十
年前的事，当时是发现免疫膜蛋白或受体
的年代。他隔壁的一位聪明绝顶的教授Paul 
Levine（莱文）领导着一个规模不大的实验
室，莱文和他的香港学生（早已是新加坡教
授）发现游离蛋白如何吸附在细胞上的分子
机制，莱文能够提供几乎无限量的纯化的补
体和它的裂解产物，莱文吹牛说那些免费礼
物应该价值百万美元，他太聪明现在早已不
做科学也衣食无忧了。莱文无偿提供补体蛋
白给阿肯森，让后者实验室的受训临床医生
寇尔（他后来不能忍受哈佛野蛮竞争放弃科
学生涯而做了全职医生）掛在层析柱子上，
然后把白细胞弄粹后过层析柱，洗脱出蛋
白质后走电泳，像钓鱼一样找新受体。电泳
结果表明同位素标记的蛋白有好几条带（原
始文章于1985年发表在PNAS上)，上面的几
条带分别是刚由霍普金斯组发现的CR1等分
子，这些蛋白质的发现是他们在先，但是圣

路易斯组加入竞争后克隆了CR1基因的部分
片段，板回一城。现在就有个教科书很少会
提及的史料供年轻人学习，就是电泳图下面
的那些混融的停留在Mr. 45-70的电泳蛋白质
条带。很可能是抗体的非特异性染色，但是
阿肯森却发现那是一个新蛋白，并且把它命
名为MCP, 后来成为CD46，分子量不同是因
为基因在转录过程中外显子连接的不同造成
的。

众多的病毒和细菌利用CD46为受体来滥
用CD46，CD46成为病菌的磁铁石，也与小
血管疾病HUS的发病机理相关。这里面有深
刻的哲学含义，病毒，细菌和肿瘤细胞在面
对强大免疫系统打击时，它们有效地将人体
的免疫调节分子据为己有，这样才能存活下

来。这就是所谓的免疫逃避机制，著名的
CRISPR/Cas9基因编辑程序就是其中一例，
来源于细菌的免疫系统。阿肯森有次在报告
中途，望着幻灯图上的CD46分子停留片刻
说：“这个分子在我心里特别的地方”，这
次给Bin Liu的通讯里他再次写道：“CD46 is 
near and dear to our hearts”，感情之深可与
作曲家对自己的交响曲的喜爱相比。

当 时 我 们 的 这 层 楼 可 以 说 是 人 杰 地
灵：Dennis Loh在这里发现了淋巴细胞的阳
性和阴性选择机理，为自身免疫机制提供理
论解释；Korsmeyer在隔壁发现了Bcl-2系列
凋亡蛋白，包括Bax, BID和BAD, 自从他把
刚发现的Bcl-2质粒放口袋从NIH带到圣路易
斯以后（Tim Ley说的，信不信由你)。其实
CD46和CD47先后在华大被发现，以往它们
分别具有不同的免疫功能，现在则都被发现
与肿瘤逃避机制和肿瘤免疫治疗相关，简
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发现CD47的Eric 
Brown（布朗)，自己都因为它的功能没有当
时正热的Integrins重要而沮丧，怎么能预想

吴晓波

到这个肿瘤“不要吃我”的信号分子成为当
今大公司追踪的抗癌靶子？

曾经有篇微信文章谈及CD47在肿瘤免疫
治疗的作用，我知道一些它的故事，所以一
年多前在朋友圈发帖，以给小编弥补一些背
景资料。现在基因技术公司（Genentech，
人类生物技术的发源地）担任VP的布朗当
年在华大是位比较抑郁的感染科共同主任，
因为这里名流荟萃。他在华大时发现了一种
当时并不引人注意的膜蛋白并命名为IAP，
后来证实IAP与CD47为同一蛋白。他和博后
瑞典人Fred Lindberg做出了CD47剔除老鼠。
布朗去UCSF后，Lindberg在华大接着做，他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就是把CD47剔除
鼠的红细胞转到野生鼠里面，结果发现来自
CD47剔除鼠的红细胞一旦进入野生鼠就会
大量被巨噬细胞吞噬，所以Lindberg当时提
出CD47是细胞膜上抵抗吞噬的分子，也就
是所谓“Don’t Eat Me Signal”或“不要吃
掉我信号”。没有想到刚刚做得火热，文章
被Science发表后，Lindberg就带着他的北京
来的太太和女儿，突然决定离开学术界去华
尔街赚钱去了。当时计算机正热，这位瑞典
人是无师自通的电脑玩童。

现在人们发现多种肿瘤细胞在细胞膜上
高水平地表达CD47以抵抗免疫攻击，然而
科学家通过单抗等手段封闭肿瘤细胞上的

C D 4 7 后 ， 肿 瘤 细 胞
就 会 被 吞 噬 细 胞 清
除。布朗当时在华大
发现的一个不太起眼
的分子，他后来也不
做 C D 4 7 而 做 细 菌 去
了 ， 却 被 隔 壁 斯 坦
福的实验室 (Irving 
Weissman)把它应用
到 肿 瘤 免 疫 治 疗 领
域而做得引人注目。
这 里 说 的 “ 隔 壁 斯
坦福”是相对于布朗
曾经工作的UCSF而
言。

我在国内跟的留德导师史良如教授就是做
淋巴细胞表面分化抗原单抗的专家，我也靠
此工作和史教授的推荐来美国受训。史教授
的导师谢毓晋教授则是几乎把单抗技术引入
中国的人，我曾在实验室看过谢教授感叹单
抗实现了几代免疫学家梦想的手写文字。我
是1986年秋看到的谢教授多年前写给同济研
究生的稿子，令我印象深刻，他感慨自己老
了，但是年轻人总是他的希望。单抗是1975
年在英国剑桥发明的，谢教授的视野可见一
斑，他精通德文，英文也应该不错。谢教授
于30年代在德国留学9至11年的老牌同济教
授，风度翩翩，从裘法祖的回忆文章就知道
他是多么尊重这位同济兄长的意见。人生巧
的事情太多，谢教授半个多世纪前得博士的
德国弗莱堡大学，正是后来因发明单抗技术
得诺贝尔奖的德国科学家Koehler从剑桥返德
工作的地方。文中有张插图为谢毓晋和裘法
祖登船留德前的合影，谢教授在前排正中，
裘教授在谢教授的右手边，裘教授回忆在船
上连如何给小费都听谢毓晋的。谢教授晚年
患肺癌，但是他当年即使到癌症的晚期，求
生的愿望仍然非常强烈，直到晩期仍然问
裘教授能否再上一次化疗。谢教授毕业致力
于的免疫学最终仍然没有救他的命，但是他
敏锐预测的单抗技术则是现在免疫治疗的主
力军。(若需美国升学咨询服务，欢迎联系
我们：微信: XiaoboWu554; 电子邮件: wu_
xiaobo@hotmail.com; 电话：314 497 1597)。

抗癌药物与抗CD46的连接物清除骨髓瘤细
胞

谢毓晋（前排中）和裘法祖（前排左四）在登船去德国留学前的留影

免疫学家谢毓晋教授

對許多年輕人來說，學校已變成令人疲憊
的地方，除了教導學生歷史、數學、科學以
外，他們也灌輸孩子職場文化的惡習。幸
好，許多學校看到睡眠的最新科學以後，開
始以創意的手法改變學校課程的安排，以改
善學生的學業成績及整體健康。 

目前，美國公立高中的第一堂課平均是從
早上八點開始。但2014年，美國兒科學會建
議中學把第一堂課挪到八點半以後。目前，
僅14％的學校遵循這項準則。一天何時開始
及如何開始很重要，一天的開始為一整天的
發展都定了調。如果第一堂課以前又安排課
前活動（例如體育活動、學生自治會議），
你會明白為什麼那麼多高中生看起來那麼像
影集（The Walking Dead）的臨時演員。

 
學校改變課程安排後，結果很明顯。2011

年以色列理工學院的研究發現，早上八點半
才開始上課的學生，幾乎多睡了一個小時，
他們的考試成績比七點半開始上課的同儕更
好。在英國，北泰因賽德（North Tyneside）
的一所高中把第一堂課從早上八點五十分移
到十點，結果學生的考試成績大幅進步了。 

2016到2017的學年間，英國共有一百所中
學、近三萬兩千名學生參加牛津大學所做的
上課時間實驗「青少年睡眠」。 

上課時間不僅影響學業成績而已，2015年
日本教育部首度調查學生的睡眠習慣，發現
九點到十點之間就寢的學生中，有46％表示
他們「喜歡或有點喜歡自己的狀態」。凌晨
一點到兩點間才睡的學生中，喜歡自己的比
例只剩30％。

學校只要做出小改變，就能產生很大的效
果。麻州寄宿學校迪爾費德學院（Deerfield 
Academy，編註：全美最佳寄宿學校排名第
10）推動幾項改革來改善學生的睡眠，包括
第一堂課延後35分鐘、減少體育課及作業量
10％，結果相當顯著。

 
美聯社報導，迪爾費德學院發現，「流感

盛行那年，去保健中心的學生人數減少了20
％，享用早餐的人數增加了17％，GPA也出
現前所未有的增幅。」 

1998年，布朗大學的瑪麗．卡斯克敦教授

（Mary Carskadon）及其團隊對第一堂課的
上課時間進行研究。他們追蹤一群九年級的
學生直到十年級，記錄學生的睡眠時間和日
間的機靈度。

 
九年級是八點二十五分開始上課，十年級

時是七點二十分開始上課。早上八點半衡量
那些學生時，有一半學生達到「病理性的想
睡狀態」，短短三分半鐘就能睡著，並直接
進入REM睡眠，這通常是「嗜睡症」病人
的常見型態。卡斯克敦告訴我：「這項研究
顯示，有一半的十年級生在大腦正準備進入
REM睡眠、而不是準備上課時，剛好必須起
床上學。」

 
幸好，一些政策制定者已經注意到這個現

象。2015年8月，紐澤西州立法要求，該州
的教育局研究延後上課時間的健康效益，以
及睡眠不足對學業成績的影響。

 
在新加坡，有一個學區正在實驗新的校車

服務。他們不再只發一班車，沿途載40名學
生上學，而是改發多班車，一班車最多只載
四人直達學校，這樣可以讓學生睡晚一點。
例如，學生唐希妮（Sydney Tang）現在六點
四十分離開家門搭車，不必再像以前那樣五
點五十五分出門。她的父親說：「她以前總
是看起來很疲累，昏昏沉沉的，現在看起來
氣色好多了。」

 
除了上課時間以外，另一種改善學生睡眠

習慣的方法，是不要讓學生在床上K書。82
％受訪的英國青少年表示，他們最常K書的
地方是床上。但在床上K書的習慣會使他們
在熄燈後更難入睡。英國睡眠協會的麗莎．
艾堤斯（Lisa Artis）表示：「我們知道床是
舒服、令人安心的地方，但我們希望學生是
在上面睡覺，而不是K書。維持床和睡眠的
關係很重要。」

 
全世界的家長（包括我）早就知道，青少

年總是比較叛逆，但我們認定的一些叛逆行
為可能是睡眠不足造成的，西雅圖兒童醫院
的梅達．陳醫生（Maida Chen）說：「睡眠
不足不只讓青少年的脾氣暴躁，也影響他們
運作及做正確決定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