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nica: 

Philpot 博士是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细胞生物学和生理学系的一名终身副教授。他有佛吉尼

亚大学生理学和心理生物学的博士学位，我想我不曾听说过心理生物学这个名词，Ben 会

告诉我们它是什么，后来又在 Mark Bear 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Mark Bear 教授目前也在

进行 rett 症的研究。Philpot 博士 2011 年 12 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非常高质量的论文，论

文阐述了他能够对于天使综合征的病人激活他们的沉默基因。他今天要讲述他的这个项目，

以及 RSRT 资助他的项目。RSRT 资助了二百二十万美元，他与 Bryan Roth，Terry Magnuson

一起合作。我们对此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的目标与他在天使综合征上面所作的工作非常类

似，就是激活沉默的 mecp2 基因。他将会讲述他是如何进行 rett 的项目，以及他如何进

行天使综合征的项目的，天使综合征的项目是我们 rett 项目的榜样。非常感谢你 ben 长途

旅行来此。 

Dr. Philpot: 

首先我非常感谢 monica 的邀请。我来此非常高兴，谢谢你们大家的参与。还要感谢

Simons 基金使我们在此聚首，让我们能够使用这样好的演讲厅。我想给各位听众重申一下，

就是你们可以随时打断我来提问题。我想确保每个人都能跟得上我，能理解整个讲座。所

以，如果在座各位有什么不理解或者需要澄清的，尽管打断我问问题。如果有问题，也可

以随时打断我。 

现在，我想重复一下 monica 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真的有充分的理由对于 rett 症的治疗

方案的开发充满希望。其一，monica 提到 rett 是一个单基因致病的疾病，这个基因就是

mecp2.这真的非常重要，想象一下，人体基因包含大约 25000 个基因，这些基因分布在

23 对染色体上，这些染色体都包含 DNA，DNA 就是编码蛋白质的遗传物质，而蛋白质完

成遍布我们身体的细胞的功能。大多数神经系统疾病都是由多种基因突变造成，这里我在

幻灯片上用小红点在染色体上标识出来了。对于精神分裂症来说，很多种基因突变被认为

使得某些患者易于罹患精神分裂症。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说，这使得对付这类疾病很困难，

你必须尝试找出哪些基因值得你花精力，哪些基因的组合是对于引起精神分裂症比较重要

的。对于 rett 症而言，它就是由一个基因的毁坏造成，这我们从 Huda Zoghzi 在 1999 年的

开创性工作就知道了。从科学角度说，知道致病基因给予我们非常有利的条件去开发治疗

方案。我们知道该研究哪个基因，我们要追寻什么。 

其二，对于 rett 而言，关键的大脑神经通路基本保持完好。这和例如晚期的老年痴呆症的

情况非常不同。如果你比较一下一个健康的大脑和一个晚期老年痴呆症的大脑，你就会发

现老年痴呆症的大脑存在大量坏死。你能设想一下，要克服大脑的物理的丢失和损坏会是

多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老年痴呆症强调早期诊断。但是对于 rett 来说，大脑神经通路基

本没有被毁坏。这里有几幅脑部图像，一个是 rett 的，一个是正常神经系统的。这是所谓

的扩散张量影像。这些图像显示了大脑中神经纤维的轨迹，这里，我要挑战一下大家看看

能不能区分出哪个是 rett，那个是正常的神经系统（表明很难区分）。这一张是 rett 的

（指着其中一张图片）。当然，也有一些可以数量化的区别。这就是 John Hopkin’s 的小组



的工作，他们数量化了 rett 病人神经纤维轨迹对于正常神经系统的区别，但是，我们仍然

有把握说尽管 rett 病人常常有畸形小头，但是她们的大脑神经通路基本完好，没有发现有

像老年痴呆症患者一样的大规模的神经退化。这是我们所有的第二个有利条件。 

以此为前提，加上 Adrian Bird 的发现——即使对于成年的 rett 患者，我们仍能够靠激活

mecp2 基因来逆转症状——我们采取了寻找相应药物的策略来寻求 rett 的治疗方案。这是

大规模的运作，需要很多研究员和他们的实验室成员，他们都拥有不同的专业技能。我的

专业技能在于 electro‐physiology（电子生理学？），另一个小组成员，Terry Magnuson，

他是一名基因专家。Bryan Roth 来自药理系，是精神健康药物寻找项目的总指导。他拥有

许多专业知识技能，以及通常在药物研究领域才有的专业设备条件。我们非常幸运地在北

卡大学都拥有了。 

现在，在我进入正题以前，讲点基因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我要提醒在座各位，对于我们每

个人来说，我们身体里细胞里面的遗传物质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些心脏细胞，大脑细胞，

眼睛细胞…所有这些细胞，都有一模一样的的遗传物质。但是，很明显，我们心脏里面的

细胞，和眼睛里的，和大脑里的细胞确实那么地不同。原因就在于，有高于基因的层面上

的东西，我们成为表观基因学。某些特定的基因只在某些不同的细胞里面表达。因此，某

些基因只在心脏的细胞里面表达，而另外一些基因就只在大脑的细胞里面表达，同时关闭

掉不需要表达的基因。这就是在我们身体里打开或者关闭基因的表达的机制。 

在 x 染色体的情况下，有点小小的不同。与 23 条染色体中的其他 22 条体染色体有区别。

如 monica 所提到的，就是有随机的 x 染色体静默的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大脑里面两个细

胞，一个，可能是这一条 x 染色体被静默了，另一个细胞，可能就是那一条 x 染色体被静

默了。很明显，这将对我们下面讲述的 x 染色体的突变有巨大的影响。在我继续以前，各

位都清楚了吗？ok。 

我们记住这点基因生物学的知识，这些知识构筑了我们用来尝试开发对付 rett 的治疗方案

的策略。我也要提醒你们，在一个神经系统正常表征的个体身上，mecp2 也会被不表达。

一个激活的染色体不在乎哪个被表达，哪个不表达，因为它们两者都是能够正常工作的。

所以，你的细胞里面 mecp2 被表达，而根本不介意哪个染色体是静默的。但是， 在 rett

的情况下，如你所知，两个 mecp2 等位基因中的一个是有突变的。这样，在每一个细胞内，

都存在着一个突变的 mecp2 基因。我用一个 X 来在幻灯片上描述这个突变。这时，在一

些细胞内，这不造成影响，因为有缺陷的染色体被静默了。非突变的 mecp2 是激活的。这

样，你就会有正常的 mecp2 表达。在另外一些细胞内，正常的有功能的 mecp2 被静默了，

激活的是有突变的那个 mecp2 等位基因，这样，你就不会有正常的 mecp2 的表达。那么，

这些细胞就不具备正常的 mecp2 的功能，这样，你就不具备正常的神经系统特征。我们的

治疗方案是找到一种激活静默的 mecp2 等位基因的方法。对于正常的细胞，这不会产生什

么区别，因为它们仍然正常表达 mecp2。但是在另外一些细胞内，那些好的 mecp2 等位基

因被静默的，我们要激活这些基因，让这些细胞也能正常表达 mecp2 基因。这样，我们就

能使这些细胞重获正常的细胞功能。这就是我们寻找药物的平台后面的基本策略。大家都

清楚吗？ 



现在，静默的 mecp2 能够被唤醒以治疗 rett 症吗？唔，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能够告诉

你类比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天使综合征治疗上面所作的工作，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可能也能

用于 rett。我想先介绍一些天使综合征的背景知识，以及我们目前关于它的工作的进展，

因为我们很可能就是把相同的策略用于 rett。这是一个天使综合征患者的脸庞，一个很可

爱的小孩子，果酱糊满鼻子。当然，还有各式各样天使综合征的脸庞。你立即就能看出天

使综合征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开心的性情。对的，天使综合征患者就是具有开心的表

情这样的特点。你们很多人可能知道在 rett 和天使综合征时间有一些误诊，因为它们有很

多相似的症状。这里显示了这些相似的症状。天使综合征患者有运动失调，严重的发育滞

后，严重的语言障碍，70%的患者终生说不出一个字，中风高发，不正常的脑电图，和严

重的睡眠问题。你们知道，很多这些特征和 rett 类似。所以它们有很多表现上的重叠。为

了使你们多了解一点这个病，我想给你们看一些从 youtube 上拉下来的视频，这样你们能

多理解一点这个病。这是一个小孩正在经历中风，你看有很多毛绒玩具，明智地放在他周

围，因为中风发作时他突然就跌到。天使综合征患者一般 3 岁开始显现中风，然后随着年

龄增长会有所改善。中风是相当地普遍。这里显示另外一个天使综合征患者，你能看见他

的手的上下唿扇的刻板动作。你也能意识到他们的欢乐表情，以及口头交流的缺乏。我想

这个视频抓取到了一个患者的手部的唿扇，开心的表情。 

现在，我想告诉你们对于天使综合征的药物发现的途径，也给你们一个进展汇报，这样你

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将会如何运用相同的策略到 rett 上去。很多小组成员都是一样的，我的

实验室，和 bryan roth 的实验室。这个项目里，我们引进了 Mark Zylka，他是一位真正的

基因学和微生物学的专家，在脊索方面有很多专业技能，这些技能我们后期会用到。目前，

天使综合征的致病基因和 rett 一样，是已知的。天使综合征的致病基因是叫做 ube3a，这

个基因不在 x 染色体上，它位于体染色体上但是和大多数体染色体不一样就是它只能表达

一个等位基因。所以，在座各位，你们神经元里面都只表达来自于你们母亲的那个等位基

因，而来自父亲的，被静默掉了。而天使综合征就是因为来自母亲的那一个等位基因突变

了或者缺失了。这样，ube3a 的表达就丢失了。我们的药物策略，rett 的也类似，就是找

到一种分子化合物，它能够打开被静默的来自父亲的 ube3a 等位基因，这样能是本来被静

默的基因能够取代另外有毛病的那个，达到和正常人接近的 ube3a 的表达。 

观众问题： 

你将会把两个等位基因都打开，但是由于其中一个不正常，所以你不需要去费神关闭掉有

缺陷的那个？ 

回答： 

对的，在这个例子里，有问题的基因不是缺失，就是失去功能。所以，我们不担心把两个

都打开。你的问题很有深度。一些类型的天使综合征的突变形式是所谓显性失活突变，这

样的突变还会影响到功能正常的 ube3a 的表达，这会造成更多问题。但是，在大多是天使

综合征病患中，是缺失所造成。但是，很有可能有一些类型的天使综合征，我们的这个策

略行不通。 



(在广义上,凡一对等位基因中因其中一个突变或丢失所致的另一个正常等位基因的功能活性丧

失,都称为显性负突变.换言之,显性负突变即杂合的突变产生了纯合突变的效应.例如,在某些肿

瘤中,抑癌基因 p53 的一个等位基因的失活导致另一个正常等位基因也失去活性.—百度百科) 

观众问题： 

Rett 中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突变，天使综合征中，突变的类型少一些吗？ 

答： 

目前所知，天使综合征的突变类型是少一些。但是目前还在进行很多研究工作。你可以先这么

假定，在 rett 中，或许有很多类型的突变造成 mecp2 是显性负失活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大概

会考虑去压制那个坏的基因的表达。我们期望，大多数的突变的 mecp2 是失去功能的，这样

就算它被激活，也不能产生什么危害性后果。但是，这肯定都是一个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观众问题： 

无意突变和错意突变有区别吗？因为无意突变还能产生一点点 mecp2？ 

答： 

我想有些特定类型的突变，不仅是引入了一个终结子，还会使得 mecp2 以不正常的方式工

作。所以，是的，它们有区别。这一点是很基础的也很重要的等待解决的。但是，正如我

说，我们希望（大多数的突变的 mecp2 是失去功能的），这样我们的策略就能很好地运用。

你可以设想，将来我们会有针对性地看特定的 mecp2 的突变，看它是不是显性负失活的，实

验室里，我们是有方法去研究的。就是可以构建一个特定的突变，让它在细胞里面表达，然后

看它如何响应。 

Ben Philpot： 

这里显示了一个工具，用来查看天使综合征中 ube3a 基因激活情况的，这个工具由 Art 

Beaudet 开发的。当他还在 Baylor 的 Scott 实验室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老鼠模型，这个老

鼠模型具有表示基因激活的荧光标示蛋白。我下面要说说这个东西，希望我能说清楚。他

们把一种黄色荧光蛋白，叫 YFP 与 ube3a 基因融合在一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荧光标

签。你可以让老鼠仅仅从母亲那里遗传这个荧光标签，这样这里显示的就是从父亲那里来

的基因没有这个标签。当这样做时，做一个大脑组织切片，你能看见神经元发出黄色荧光。

这就显示，ube3a 被激活了。如果你培养一些仅仅从父亲那里遗传被荧光标记的基因，再

来看切片，你看不见任何神经元表达 ube3a（因为不发荧光），因为这个基因都被静默了。

靠这个表示基因激活的荧光标示蛋白，我们能够区分一个基因是被激活了还是没有。这是

一种非常非常有用的方法，因为我们能在培养皿里培养老鼠的那些遗传自父辈的有荧光标

记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不发荧光（因为只有遗传自母亲的 ube3a 才表达）。我们把这些

培养的神经元放入一个有 384 个凹槽的一个大盘，每一个凹槽里面大约有 20000 个神经元，

所有这些神经元都含有来自父亲的荧光标记。然后我们加入不同的药物，这些药物一式四

份，加入这些凹槽里面去，然后我们看，哪些凹槽里面的神经元会发荧光。如果那些神经



元发荧光，我们就知道，我们激活了来自父亲的 ube3a 基因了。这就是我们的药物寻找项

目。我们筛选很多不同的化合物，找到那些能激活我们感兴趣的基因的化合物。 

下面，我想你们了解一下作为我们致力于药物发现的技术。这个技术使我们从各个方面受

益，来自 Bryan Roth 实验室。如前所述，他是 NIMH 的心理药物筛选中心的领导。他不仅

在这个领域有很多建树，而且他还有很多软硬件设施，这些设施对于大规模筛选药物是必

须的。这里有一个简短的视频告诉你他们如何利用机器人把不同的药物加入不同的培养皿。

你能看到，这种机器人能够流水化许多药物的添加，非常快，也非常精确。这样，我们就

能进行非常多的包含实验神经元的大盘的药物筛选，找到激活药物。没有这些昂贵的设备

和 Bryan Roth 实验室的专业技能，我们的筛选试验将耗费很多人力，非常耗时，而变得几

乎不可能完成。我们应该感谢这样的技术能进入我们的研究领域。 

有一个担心就是当我们把老鼠细胞取出来，放入培养皿，它们的行为是否就发生变化了。

在非常初始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步骤就是取出老鼠的神经元，看看它们是不是还是维持和在

大脑里面一样的静默模式。这里有一个例子显示在培养皿里面的神经元，下面这个图是细

胞核的标识剂，可以探测培养皿里每一个单独的神经元。上面一个图是 ube3a 的荧光标示

蛋白。当我们培养 ube3a 基因来自母亲的老鼠，我们能看见很多表达。当我们培养那些荧

光标记来自父亲的老鼠，然后查看，尽管我们从细胞核标识剂看出培养皿里面有很多神经

元，但是却没有一个神经元可以表达 ube3a（因为 ube3a 不表达，荧光标示蛋白不发光）。

这样，我们就可以培养这些神经元，并且能保持看见它们的基因是否表达的能力。我们第

一步已经证实了这种筛选是可行的。事实上，由 rsrt 的资助，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非常小

规模的前期实验项目来看看这样对 rett 是否可行。 

现在，我想大家认识一下我们所作的实验的原始数据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认为这对患者父

母了解我们在做的实验很重要，也看看我们所取得的成功。如果你再次看看那个 384 个凹

槽的的大盘，每一个小槽里面都是包含来自父亲的荧光标示蛋白的神经元，我们一式四份

地往这些小槽里面加入药物。好，这里是一小部分小槽，我们加入不同的药物，比如药物

a 加到这里，b 加到这里，c 加到那里。。。我们始终使用大盘的头两列来放置 DMSO，它

是药物溶剂。就像盐要溶入水一样，DSMO 用来溶解药物。为了确保我们不会得到什么奇

怪的结果，我们要始终进行运行一个对照组。第一个我要在此展示给你们的是神经元的标

示体，因为我们不想药物把神经元给杀死了。这里有大盘上的一小部分凹槽的神经元有荧

光标示蛋白，你能看到这些细胞都很健康。这些也很健康，这些也健康，这些也不错，但

是这里我们几乎看不见任何神经元，这意味着药物杀死了神经元。我们肯定不要这些药物，

因为它们毒性太大。这是一个我们想要的。另外一个我们想要的就是要提高 ube3a 的表达，

因为唯一我们能看见被荧光标示蛋白所标识的 ube3a 的表达就是让被静默的基因不再静默。

专注于这一点，你能看见这里有一组药物，其中一个激活了来自父亲的 ube3a。这就告诉

我们，除了这个，其他药物都无效。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激活的媒介物。这真是欢呼的时刻。

我告诉你们，我们最初筛选了 2306 种化合物，这个幻灯片描述了，每一个点就是一种化

合物，Y 轴代表这个化合物提高 ube3a 表达的程度。所有这些化合物里面，只有一种，激



活了 ube3a。这也有一些其他的化合物看起来或许也可以，但是我们再测试之后，发现它

们不行。因此，2306 种化合物，我们只发现了一个。 

观众提问： 

要花多少时间才达到你目前的结果？ 

答： 

两年的艰苦工作。一则，我和 monica 说的，她可以再回头说说这个我们已经开发的技术。

现在，我们能进行得比原来快得多的多了因为我们积累了很多专业技能。一个很关键的技

术就是我们要在培养皿里面培养这些神经元，还要保证它们健康，这样才能把它们放入那

384 个小槽的大盘。原来，我们只有一个技术员能做这个，现在，我们有 4‐5 个了。这是

一个技术难点。 

现在，一个大事情是，我已经了解到，药物发现其实有时你只需要一个命中，这样就能把

一个巨大的突然发现转化为科学发现。现在看起来 Irinotecan（抗癌妥）是一种拓扑异构

酶抑制剂。它是 FDA 批准的化合物用来治疗癌症。拓扑异构酶抑制剂可能是非常普遍的化

学疗法。有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已经知道患者对于它的耐受程度，这样他

们的健康程度可以有所保证。我们知道何种剂量是可以耐受的。我们也非常幸运地观察到

一些人经过了化疗却不是没有任何副作用。（坏消息是）这些化合物确实是有副作用的。

另一个要指出的是，一旦你找到一种有用的化合物，你就可以开始寻找其他的化合物，这

些化合物和这种有用的化合物在结构上类似，也可以命中同样的分子标靶。所以，尽管我

们只筛选出一种化合物，但是我们现在却有了超过 30 种拓扑异构酶抑制剂，它们都能有

效地激活来自父亲的 ube3a 基因。显示的是它们其中一员，叫 Topotechan，另外一种 FDA

批准的化疗药物。在对照组里，我们没有看见来自父亲的 ube3a 的表达，但是加入这种药

物后，我们发现了大量的表达。不要担心，这是一种使用非常非常低的浓度就能达到目的

的化合物。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因为低浓度可能减少目标作用之外的副作用。如你们所知，

其实如果你吃任何东西过量，都有副作用。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能在实验皿里面使用药物激活基因，能在生命体里做到吗？为了测

试这个，我们把药物注射到脊索蛛网膜下。例如，一些妇女生产时进行的麻醉剂硬膜外注

射，就是相同的传送药物的通路。这里有一副图像，脊索的一小段，你能看见没有父系的

ube3a 的表达，所以也没有多少荧光效果。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神经元在此，因为神

经元标示剂显示出来了。现在我要给你展示另外一张图像，给小老鼠注射了这个药物后两

周，我们看见了父系 ube3a 的表达。我想指出许多需要警惕的东西，和许多我们在进行的

相应工作。一个例子就是，究竟应该需要多少的 ube3a 表达？我们有目标吗？我们可以通

过将荧光标识剂移到母系 ube3a 基因上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你就能看出，没有药物，

多少 ube3a 表达，我们能达到正常程度。我们还没有做这个事情，但我们在朝正确的方向

前进。 

观众问题： 



是不是必须持续不断地传送药物（到病兆）？ 

答： 

我待会回答这个问题。你的问题应该是：我们是否必须持续不断地给药来达到长期疗效？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很重要，下面一两个幻灯片会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 

观众问题： 

2300 种药物，你筛选了。它们都是 FDA 批准的吗？ 

答： 

好问题！你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我们筛选的化合物都是 FDA 批准的。我们的筛选策略，

将来也会用于 rett 的，是倾向于筛选那些 FDA 已经批准的化合物。这是一个策略。第二个

策略就是筛选那些改变或者可能改变表观基因组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能够很好地携带药

物到大脑。它们都有它们的有利条件。如果是 FDA 批准的，我们已经很好地了解了药物耐

受性，也知道很多分子标靶。使用表观基因修饰剂的原因是它们被认为能够修改基因的表

达，那么就很有可能成为待测药物。我们使用那些能很好到达大脑的药物的原因是，有很

多化合物并不能很好地传递到大脑，而大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达到的区域。所以我们的

方法就是不断修改我们的（备选）药物库，能够使我们明智地挑选到想要的药物。因为我

们不能尝试上百万种化合物，那对于神经元来说不现实。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局限。大多数药物工业领域进行的药物筛选是这样的：在细胞层面

进行，细胞可以分裂。他们取出一些细胞进行实验，它们分裂，再分裂，再分裂。他们可

以分裂出他们需要的任意多的数量，所以，对于几十万种化合物而言，他们进行药物试验

相对容易，对于百万种，他们也难以招架。神经元是不能分裂的。为了取得我们要进行实

验的神经元，非常不幸，我们必须牺牲小老鼠，来取得神经细胞，我们没有细胞分裂的那

样的可挥霍的优势。 

Ben Philpot： 

好，回到刚才那位我跳过去的听众的问题：激活是不是暂时的？这个问题很重要，理由如

下：如果是暂时的，能够想象，我们必须不断给药给患者来维持基因的激活。如果是长效

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隔一段较长的时间给药。尤其是对于一些有毒性的药物，象拓扑异

构酶抑制剂，如果要长期频繁给药，那是完全不现实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能够

用非常直接的实验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说那种沉默 ube3a 基因上有荧光记录点的老鼠。

我们持续给药 2 周，然后停药立即观察，4 周后，6 周后，12 周后，52 周后（差不多一

年）。我应该告诉你们我们使用的药物的浓度非常低，神经元也比较稀疏这样我们能自动

进行神经元计数。原始数据显示的脊索的图像表明，那些给予了药物的老鼠，基因都激活

了。给的药是 Topotechan，两周后立即观察，直到一年，由于这个效果很引人注意，所以，

我放大一些，老鼠被给药 2 周（Topotechan），在脊索神经元里面，ube3a 基因被激活了，

持续地被激活了。这个有非常令人乐观的理由，也有令人忧心的理由。乐观的是，我们在



有限的时间里寻找药物，这是最好的情况了，我们找到可以永久有效的药物。需要警惕的

是，我们还没有在脑部神经元上实验看是否达到长期持续的药效。另一个要警惕的是，我

们当然会影响到其他基因，而不仅仅是影响到我们所关注的基因。最好的情况是，其他的

基因的影响是暂时的，而致病基因的影响是永久的。这些就是目前我们在干的事情，如果

你好奇，我们能多告诉一些我们的了解。 

再次强调，我们的途径和目前的研究存在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也可能存在于 rett 的药物发

现过程中。我们必须意识到以下几点： 

1. 我们的化合物不是能够最好地送达大脑的，它们能够到达大脑，却不能达到我们想

要的水平。目前我们的动力就是要找到更好的化合物。我们很幸运找到一族有效的

topoisomerase 拓扑异构酶，我们正在向它们进军，一个个筛选看看哪一个可以最

好地通达大脑。 

2. 如果不能到达大脑，那么我们就被困住了，不能挽救 rett。你需要激活大量的神经

元来看效果。 

3. 我们需要找到另外的一些拓扑异构酶抑制剂，或者化合物，能够更好渗透到大脑。 

4. 我们还需要继续筛选药物，至少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找到那些比拓扑异构酶抑制剂

更好的无毒的化合物。最好的情况是找到象阿司匹林这样的能被很好耐受的药物。 

5. 我们仍然在努力研究找到作用的机理。就算拓扑异构酶抑制剂可能不是有用的治疗

手段，如果我们能利用它找到作用的机理也不错，这样我们就能激活我们感兴趣的

基因。科学家设计非常科学的策略去激活我们要的基因，而不影响到其他基因。理

解了机理，我们就能够高瞻远瞩。 

对于 mecp2，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几乎要做一样的筛选工作，所以，回到我刚才讲上

一个幻灯片。我们要筛选那些可以激活静默的 mecp2 基因的化合物。所以，我们做的

是相同的药物发现工作。我们很幸运地有现成的工具，象天使综合征一样的。这个工

具就是 Adrian Bird 开发的，rsrt 资助的。强调一下，这是捐助人的钱在做的有价值的

事情。他开发了用于 mecp2 激活的荧光标示蛋白，就像天使综合征的 ube3a 一样的，

他将 mecp2 融合到绿色的荧光标示蛋白上去。这里有两张大脑图像，你可能很难猜测

出哪一个是有荧光标示蛋白的。但是，如果我们关了灯，用荧光激活，用特定的成像

技术，我就能看见那个大脑在发光。你会看见，这个就是那个有荧光标识体的大脑。

再说一次，你能靠荧光观察出基因的激活。筛选策略，我知道，这是一张很拥挤的幻

灯片，但是，我想你可以吸取一些可以理解的信息，就是我们还是拿老鼠实验，用有

荧光标示蛋白的公老鼠，和母老鼠交配。记住，公老鼠是 xy，母老鼠是 xx，所以，它

们的后代公老鼠不会有任何荧光标识体。后代母老鼠会有荧光标示蛋白 GFP。由于随

机的 X 静默，大约一半的神经元会表达荧光标示蛋白，一半不会（在静默的 x 染色体

上）。我们采集一批神经元，加入小分子化合物，使得静默的基因被激活。我们用荧

光来探测。再说一遍，我们这一批神经元是混合的，一些有荧光，一些没有，我们加

入化合物之后要做的是让它们都表达出荧光，简单而言，就是它们全部变绿。 

观众问题： 



和突变无关，是吧？ 

答： 

是的，目前，和突变类型无关。我们只是想找到方法去激活静默的 x 染色体，我应该

说是静默的 mecp2. 

我们所不知道的，直到这个过程的后阶段，是这些化合物的针对性如何。例如，我们

是整个地激活静默的 x 染色体，还是非常具体的就是 mecp2.这是药物寻找过程当中的

后续话题。初步阶段就是找到能激活静默的 mecp2 的化合物就行。 

这里描述了我们希望实现的梦想。你能想象，两个不健康的神经元，就是因为它们有

突变的 mecp2，而好的 mecp2 被静默了。我们想找到一种化合物，来治疗这些神经元。

药物就像一阵阵的雪花，它们激活沉默的健康的 mecp2，使得神经元康复。这就是我

们希望实现的梦想。 

我应该指出，我们的工作是是由一个大的专家团队完成的。大多数的研究员都会告诉

你，没有那些实验室人员和他们的合作，他们什么都不是。这对我也一样。这是我的

实验室的研究团队。我非常幸运收到来自天使综合征基金和 simons 基金的资助来研究

它。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子，病人家长组成的慈善组织和私人基金提供资金这样有力地

来推动研究的进展。这个项目也受到 rsrt 的资助，没有这个，我 rett 的项目也不可能

获得资助。这是我对于 rett 研究的目前的唯一的一个资助。整个研究团队就在昨天还

在开会，更新报告。有点倒霉的是，我在某些组员离开之后才照了个照片，这就是我

的研究团队。Bryan Roth 是药物筛选中心的主任。Terry Magnuson 是 X 染色体静默方

面的专家。这是研究员小组，使我们能够收集神经元和筛选激活药物。一旦我们有积

极的进展，我们就要验证它，以严谨的态度和方法学的方式去推进它。再一次，我要

感谢 monica，rsrt 来资助我们的研究，也要感谢你们所有人的支持。谢谢你们的时间

和关注，我乐意听到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观众提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