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000个“ 冰封小生命”被父母遗忘
医院：继续保存花费大，丢弃又没有相关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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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胚胎让中年妇女再次受孕
上周五的上午9点半，妇产科医院集

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的门诊大厅内排
满了患者。

已近临产，38岁的张小姐挺着大肚
子，脸上洋溢着幸福。几年前，年过三十的
她因为输卵管不通，结婚多年一直没怀
孕，她决定尝试做试管婴儿。上次取卵是
三年前，当时一共取了13个卵子，一共配
了10个胚胎。幸运的是，尝试成功了，一年
后女儿呱呱坠地。医院留存的那几个“ 小
生命”，张小姐一直续费保管。第一次做试
管婴儿期间，张小姐辞去了工作，花掉了
多年的积蓄，长时间的打针和药物治疗使
得张小姐身心交瘁。“ 如今女儿也大了。想
到还有几个有效胚胎保存在医院，可以省
掉不少费用和痛苦，于是萌生了使用冷冻
胚胎的想法。”张小姐告诉记者，去年她来
到生殖中心，将“ 冰封”在医院的胚胎解
冻，植入体内。幸运之神再次眷顾，她受孕
成功。

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副主任医
师彭献东告诉记者，因为张小姐在医院存
有剩余的胚胎，所以只要她符合计划生育
政策，那么就可以利用剩下的胚胎，继续
给她进行胚胎移植。

去年有3000多例是冷冻胚胎移植
据介绍，试管婴儿手术就是将卵子和

精子在体外培养受精、发育成胚胎，再移
植到母体子宫里，使之孕育成胎儿的一种
辅助生育技术。试管婴儿技术最初开始
时，手术后剩余的有效胚胎都将丢弃。直
到1983年，人类首例冷冻保存和溶解的胚
胎移植妊娠成功，冷冻技术得以推广，这
些生命的种子才得以延续和保存。仅2011
年一年，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集爱
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就做了7000多例试
管婴儿手术，其中有3000多例是冷冻胚胎
移植。

记者了 解 到 ，保 存 剩 余 胚 胎 的 作
用在于，万一患者首次怀孕失败，可以
将 冷 冻 胚 胎 解 冻 后 再 次 进 行 胚 胎 移
植，避免其反复接受促排卵治疗，也节
省了医疗费用。也有个别患者因为小孩
夭折或生二胎等原因，使用保存下来的
胚胎再次生育。在该中心已经成功生育
的患者中，大多数都会选择继续保留剩余
胚胎。

被遗忘的胚胎仍被悉心照顾着
那么，这些保存在医院的“ 备用胚

胎”到底情况如何呢？
记者了解到，在该中心的特殊保管库

内，保存着44000多份人工受精的胚胎，他
们都是试管婴儿的副产品，被存放在零下
196!的液氮内。据统计，近年来试管婴儿
技术帮助了百分之十的不孕不育患者实
现了生育梦想。但是，手术成功的同时，也
会剩下备用胚胎。这些胚胎在医院里越存
越多，有的是暂时托管，有的却被父母遗
忘了。

在辅助生殖技术实验室内，在这些直
径约50厘米、高约80厘米的罐子里保存的
就是被称为生命种子的胚胎。记者在液氮
罐上看到，每个罐上都有相关记录，上面
标注着里面有多少胚胎及胚胎产生的时
间和编号。“ 把患者的胚胎放在一个支架
里面，上面再插上一个套管。然后封闭好
之后，快速地放在这个吊桶里，然后充入
液氮。”进入液氮冷冻后的胚胎，像玻璃一
样透明清澈，这种冷冻技术被称为玻璃
化。在这种状态下保持的胚胎存活概率可
达90%以上。

冷冻胚胎移植到体内相当于怀孕19天
该中心胚胎室主任刘素英告诉记者，

“ 每一个胚胎相当于一个生命，一个冷冻
胚胎复苏之后，移植到女性体内，相当于
正常怀孕19天左右。” 始终将胚胎保存在
液氮面以下，让它保存在零下196!，这样
胚胎的代谢就保持一个静止的状态，只要
解冻后质量合格，就能移植进母体孕育胎
儿。为了保持低温，实验室的技术员每三
天就要在罐子里补充液氮。实验室也为此
配备了应急不间断电源。这些胚胎的保持
环境就像一间永不断电的生命工厂。“ 我
们一共是66个液氮罐，目前存放了44000
多个冷冻胚胎。”

一些胚胎已经无人认领
随着试管婴儿逐年增多，医院存放的

有效胚胎数量激增。2011年一年，又有
17000万多个有效胚胎保存入库，保存胚
胎的每对夫妻每年需要交付1200元的续
冻费。然而目前在冷冻库中，却有一些胚
胎已经无人认领。“ 实验室里，大约有接近
4200对夫妇，25000个胚胎还继续冷冻在
这里，但是已经失去联系，其中有超过7年

已经失去联系。”刘素英告诉记者。
虽然无人认领，但是这些胚胎仍被

悉心照顾着。给这些胚胎加液氮是实验
室最基础的工作，照顾这些被冰冻生命
需要一丝不苟。实验室技术员郑峪告诉
记者，“ 通常情况下罐子加完液氮必须
锁住，如果想到有一个可能没加，那我就
要把所有的都打开，再加一遍。”每一次
复苏胚胎，在显微镜下看到一个个细胞
闪闪发亮，到最后移植到母体的子宫里
孕育成胎儿的时候，都会萌生出一种对生
命的敬重感。

“ 遗忘胚胎”处理困扰医院
在集爱历史资料室，保存着所有患者

的资料，其中就有这些被遗弃胚胎的所有
人。“ 这位病人在1999年就已经来医院做
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了。2000年4月顺利出
生了两个双胞胎的婴儿。当时在医院还保
存了14个冷冻胚胎。后来就没有继续付
费，我们还是免费帮他们保管着胚胎。”工
作人员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

由于被遗忘的“ 冷冻胚胎” 越来越
多，给医院带来一定的压力。这些压力主
要包括占用冷冻资源和管理成本等。“ 目
前我们的压力还能承受，但随着时间长
了，冷冻的胚胎越来越多，那么压力肯定
越来越大。”一位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在做试管婴儿手术前，
医院都会和患者签署协议，其中明确规定
了冷冻胚胎保存的期限以及处置的方式。
按照协议规定，如果患者过期没有缴纳费
用并且没有表态的，医院可以自行将这些
冷冻胚胎处理掉。但是，事实上医院并没
有这么做，而是原封不动地将这些冷冻胚
胎保存下来。那么，医院为什么要倒贴费
用呢？胚胎作为一个很特殊的生物标本，
具有一定的生命属性，是否可以销毁、谁
来销毁、用什么手段来销毁等一系列问题
都涉及到伦理和法律。而这些胚胎一旦遗
失或者流向社会都会引发违背社会道德
规范的问题。

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常务副院
长孙晓溪告诉记者：“ 如果把失访的病人
的胚胎擅自处理掉了。那么若干年后，病
人再找过来，我们需要面临的就是法律方
面纠纷的问题。他坦言称，这里面涉及到
伦理问题和医患关系，所以处理起来十
分小心谨慎，而这是全国各大医院普遍面
临的问题。”

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药物和打针治疗，
妈妈终于拥有了她心爱的试管婴儿宝宝。
孩子来之不易，妈妈对孩子的爱护也超出
了平常父母。但是，当初做试管婴儿手术
时保存下来的剩余胚胎却被“ 无情”地抛
至了脑后。或者有一天，当妈妈想再拥有
一个宝宝时，她还能想起那些被冷冻起来
的胚胎；但是，如果没有那么一天，这些胚
胎就可能永远地被遗忘在医院。

院方曾经试图联系胚胎的亲生父母，
但“ 不是说忘记了，就是联系不上”。可是
没有亲生父母签字放弃，从伦理上和道义
上说，医院都无法处理这些冷冻胚胎。就算
是欠费多年的冷冻胚胎，医院仍然予以保
留，并且小心翼翼地照顾着每个冷冻胚胎，
就如同照顾着一个个孩子一般，每隔一段
时间就给胚胎补充液氮，不敢有任何疏忽。

大量的冷冻胚胎处于欠费状态，医院
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看着怀中的宝宝，
作为这些胚胎的所有者，是否还会想到躺
在医院实验室的“ 冰封小生命”？而作为相
关部门，是否也应该出台相关规定，大家一
起努力来帮助这些被遗忘的胚胎，尽快找
到一个好的去处。

随着辅助生殖
技术的推广，近年
来试管婴儿逐年增
多，而进行试管婴
儿时产生的“ 备选
胚胎”绝大多数被
冷冻起来。在上海
市复旦大学附属妇
产科医院集爱遗传
与不育诊疗中心的
特殊保管库内，保
存着44000多份人
工受精的胚胎，但
是其中的很大一部
分冷冻胚胎已经渐
被父母“ 遗忘”。因
为缺乏相关处理法
规，医院陷入了两
难境地：如果继续
保存，就不得不自
掏腰包；如果丢弃，
又 怕 病 人 再 找 过
来，需要找回这些
胚胎的情况下，我
们需要面临的就是
法律方面纠纷的问
题。对此，不少业内
人士呼吁，国家能
否出台相关规定，
给 这 些 被 遗 忘 的

“ 生命种子” 一个
好的去处。

本报记者 顾金华

在我国，目前并不允许代孕。如果这
些胚胎流向社会，却有可能出现大批代孕
事件。一旦有人利用流失的胚胎进行科研
活动，那也会侵犯患者的权益。上海医学
伦理委员会委员姜桦则表示，如果这些胚
胎发生遗失之后，进入社会之后可能会进
行一系列的商业交易，那么这些交易完全
是违背法律和伦理的。

目前，一些国家已经对冷冻胚胎的保
存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英国人工受精和
胚胎学法规定，任何胚胎的保管期都不能
超过十年，超期后必须被销毁，或者根据
所有者意愿用于研究和赠与。法国生命科
学与人权草案建议，冷冻胚胎在保存5年
后，或在其亲生父母由于死亡、离婚、分居
等原因不再成为夫妻后，必须销毁，但也
可以转赠给其他夫妇。

对于这些无主的胚胎或者是被父母遗
弃的胚胎，目前国家尚未立法规定如何处
理。而且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这些胚胎
是不能被除了亲生父母的其他夫妻使用
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此题无解。不少业内
人士建议卫生部尽快立法，明确欠费之后
的处理方法，也可以节约一些社会资源。

刘素英主任表示：呼吁国家能够出台
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这样一些失去联系的
胚胎做出一些明文的规定。孙晓溪则表
示，希望伦理方面也能够及时跟进，这样
对我们保障病人的合法权益，也对保障医
生和医院的合法权益都是比较好的。

应该尽快出台
相关规定

》业内专家

》记者手记

“ 冰封小生命”
不该被忘记

昨天，在冷冻胚胎实验室，医护人员进行日常工作。 本版摄影 记者 杨磊

医护人员展示精子卵子结合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