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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0日晚，山东济南，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低温医学研究中心，桂军民和刚刚做完人体低温保存手术的妻子展文莲进行最后的告别。
随后，展文莲的身体被转移至摄氏零下196度的液氮罐中长期保存。
两天前，展文莲因肺癌去世。
去世前，她和家人签署相关文件，成为第一个由国内机构实施人体低温保存的志愿者。
近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济南采访了当事人和这家实施手术的机构，揭秘这项此前面临诸多争议的人体低温保存手术。
这是首次由中国机构进行的人体低温保存手术。红星新闻记者在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官网上看到，该机构在2015年由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投资成立，
致力于开展组织、器官和人体低温保存、复苏和器官功能维持等低温医学领域和生命科学的研究。

这 是 首 次 由 中 国 机 构 进 行 的 人 体 低 温 保 存 手 术

红星新闻探访“人体冷冻”研究机构

人体低温保存

“生命好像暂停”
对话

/手/术/
临床死亡后迅速手术

主刀医生：

降温至零下 190 度

展女士最终被转移进液氮罐 银丰低温医学研究中心供图

/争/议/

伦理法律尚无界定
并无商业推广计划
展女士的丈夫桂军民，
常感慨自
己和妻子是幸运的。
在国外，
人体低温
保存研究极为昂贵。
据银丰生命科学
研究院团队介绍，
展女士手术和保存
的费用超过一百万，
这还不算后期保
存中可能产生的维护等其他费用。
因
为是第一例，
整个项目实施过程的支
出费用由银丰生命科学基金会承担。
截至目前，
人体低温保存研究在
中国还是一件非常超前的科学研究
探索，
一些操作也面临着伦理上的争
议。
比如为抓紧时间保持组织器官活
性，避免细胞凋亡，相关的灌流以及
降温手术是在患者被宣告临床死亡
后进行的，也就是呼吸和心跳停止
后。此时，人体相关器官仍在进行代
谢活动，
大脑活动也还在进行。
研究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对
于人体低温保存，
其效果与介入时间
早晚有很大关系，
“如果单纯从追求
保存效果的角度出发，
人尚未死亡的
时候就展开手术效果更好。
只不过目
前法律规定必须在临床死亡后才能
介入，
这和捐献器官必须要在脑死亡
后才能进行是一个道理。
”
对于人体低温保存，我国法律
和医疗规范方面目前处于空白。相
关研究能够开展，法律立脚点在于

“对捐献遗体展开科学研究”。以展
女士的手术为例，首先是由桂军民
作为亲属签署了遗体捐献登记表，
将遗体捐献给拥有遗体研究资质的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该医院再以科
学研究的名义邀请银丰低温医疗中
心对人体保存展开合作研究。
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负责人贾
春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目前人体
低温保存的项目属于严格的科学研
究范畴，没有将其商业化的想法。
他称，目前的技术再先进，
也是
基于人体保存方面的，至于人体的
复苏和医疗水平的进步仍然有限，
“要商业化，
至少也要这两方面有明
显的进步吧”
。
“对于展女士的情况，
应该理解为
她是将自己捐献出来用于探索人体低
温保存的实验研究，
她的家人也深刻
明白项目本身的风险以及失败的可
能，她献身了科学事业，也因此收获
了未来复活的一个希望。
”
贾春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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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蓝色屋顶点缀着点点灯
光，两边是可以调节透光率的
窗户，
房屋造型如太空舱，
8月7
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给展女
士进行“人体低温保存”
手术的
场所——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
低温医学研究中心，如同项目
本身一样，
这里充满了未来感。
根据手术记录，5 月 8 日凌
晨 4 时 01 分，在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东院区舒适医疗病房中，
展女士被宣布临床死亡，结束
了 49 岁的生命，在病房外待命
了四十多个小时的临床响应团
队迅速介入。
10 分钟后，
经过注
射抗凝血药物，启动呼吸机和
心肺维持设备等处理，展女士
被等候在旁的救护车转移至这
里，
进行灌流和血液置换操作。
在特制的低温手术台上，
通过开放颈部和股部两条血管
通路建立体外循环，展女士的
体温被逐渐降至 18 度，随后血
液逐渐被不同浓度梯度和成分
的冷冻保护剂替代。
主 刀 医 生 阿 伦·德 雷 克
（Aaron Drake）告诉红星新闻记
者，
使用冷冻保护剂替换掉血液
是因为血液中含有的大量水分
在冷冻时会产生冰晶，
破坏组织
形态；
而在不同温度选择不同成
分的冷冻保护剂，
则是为了降低
在降温过程中冷冻保护剂可能
产生的渗透压损伤。
最终，展女士在一台由电
脑控制的深度降温设备上，逐
渐降温到零下 190 度，在与亲
属最后告别后，被转移至零下
196 度的液氮罐中长期保存。

/家/属/
即使没有
“冷冻”项目
夫妻俩也决定捐献遗体

桂军民今年 49 岁，黝黑的
皮肤、略微木讷的表情、打招呼
时礼貌而克制的笑容，呈现出
来的是典型的北方汉子形象，
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够轻易做出
将妻子“冷冻”
这一决定的人。
“其实当初我自己也没想
到。
”
8月8日，
在济南市历下区一
所体校中，
记者见到了桂军民。
他
告诉红星新闻记者，选择人体
低温保存，
既有缘分，
又有必然。
桂军民说，即使没有遇到
这个项目，他和妻子也已经商
量好要把遗体捐了。
直到今年二月，舒适医疗
病房主任类维富告诉他们，有
这样一个项目可以参与。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临终关
怀的医生，类维富认为，人体低
温保存是目前唯一能够带给身
患绝症的病人和家属希望的项
目，因为它能解决生死这个终
极考验，
“ 好像病人并没有死，
只是生命处于暂停状态”。

手术时的情景 银丰低温医学研究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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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首先要解决
升温损伤难题

2017年8月15日
星期二

四部门发布通知：
铲除诱骗求职者的传销组织

工商总局、教育部、公安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四部门印发的
《关于开展以“招聘、介绍工作”
为名
从事传销活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
知》指出，
近期，
传销组织活动猖獗，
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利诱欺骗有关
群众误入传销骗局的情况时有发生，
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部门决定开展为期三个月（8
月 15 日-11 月 15 日）的传销活动专
项整治行动。通知要求，严厉打击、
依法取缔传销组织。对打着“创业、
就业”
的幌子，
以“招聘”
“介绍工作”
为名，诱骗求职人员参加的各类传
销组织，
坚决铲除。
重点做好大学生
和求职人群的教育引导工作，提升
对传销活动的防范意识。
通知进一步明确，要全面分析
研判外地人员在本辖区聚集传销活
动的形势，严厉打击打着“创业、就
业”
的幌子，
以“招聘”
“介绍工作”
为
名欺骗在校学生参与传销、限制学
生人身自由的传销组织；集中力量
查处诱骗学生参与传销的大案、要
案，
严惩组织者和骨干分子，
摧毁传
销网络；依法查处直销企业违规招
募在校学生的行为；严格规范线上
线下发布就业信息的经营行为，严
肃处理传播涉传信息的网站，严厉
查处虚假违法广告；加强出租房屋
管理。
（人民日报公众号）

为什么中国转基因鱼
迟迟未能上市？
新华社访中科院院士朱作言：让中
国转基因鲤鱼尽快“游”向餐桌

主刀医生
阿伦·德雷克
从重庆女作家杜虹到展文
莲，两例备受国人关注的人体低
温保存手术，阿伦·德雷克（Aaron Drake）都是主刀医生。唯一的
不同是，
为杜虹操作时，
他为美国
阿尔科工作，
而这一次，
他来到了
中国，
加盟了一家中国公司。
阿伦·德雷克并不是一入行
就涉足到低温医疗领域。他的领
英（linkedin）资料显示，自 1986 年
从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
以工商管理学士毕业后，他先后
做过 8 年的信息技术专家、13 年
的消防队急救员和 3 年的诊断成
像手术管理。
2009 年，阿伦·德雷克加盟
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正式参与
人体低温保存的手术和研究。他
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十几年的急
救生涯中，屡屡尽力却无法挽救
患者生命的挫败感让我寻找新的
方式来拯救生命。
”

谈技术：
最大意义在于能够保存记忆
克隆、干细胞保存、基因工
程，这些都被认为是人类探索生
命的前沿科学，
但在阿伦看来，
即
使抛开技术难度，人体低温保存
有一个特性，其他技术不可替代
——能够保留记忆。
阿伦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人
体低温保存很大的意义在于脑细
胞的保存，这就是为什么人体低
温保存要在临床死亡后就迅速介
入，
这是为了赶在脑死亡之前，
避
免脑细胞受到损伤。
在国外，
有些
机构出于保存成本考虑，会选择
只对客户的头部进行保存。
“这是很重要的，
假如有一天
这些人能够复活的话，他们会希
望记得他们是谁，记得他们的朋
友、家人，记得他们做过什么。”
阿伦说。

谈质疑：
目前无法解决升温损伤难题
每次有“人体冷冻”
的新闻爆
出，
总有人质疑这是一个骗局。
他
们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从 1967 年
1 月 19 日美国人詹姆斯·贝德福
被冷藏算起，50 年间超过 300 位
参与者，还没有一位被复活或者
尝试复活。
对此，
阿伦表示，
目前虽然在
降温和储存阶段通过使用冷冻保
护剂能够尽量避免细胞出现损
伤，
但在升温阶段，
细胞和组织仍
然会产生损伤，
“这个是世界性的
难题，
想要复活，
解决升温损伤是
前提。
”
对于开展这类手术资质的质
疑，
阿伦表示，
人体低温保存手术
在操作上与常规手术并无太大不
同，
“参与手术的都是医院中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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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医生，另外也没有专门机
构来颁发资质或执照。
”
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则告诉
红星新闻记者，目前此类手术在
法律上是没问题的，
属于“对遗体
展开科学研究。
”

谈手术：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低温保存
在阿伦看来，中国人或许比
西方人更容易接受人体低温保存
的概念。这也是他来到中国的一
个原因，
他看中的是中国的潜力。
阿伦对展文莲女士的手术
印象深刻，这是他来到中国后的
第一例人体低温保存手术。他告
诉红星新闻记者，在手术前，他
和展女士的丈夫桂军民见面超
过 7 次，甚至现在两人已经成为
朋友。
“ 桂（军民）首次和我见面
时，最先问的是美国是否有更好
的治疗方法和手段，真是个令人
心碎的问题。
”
对于展女士的手术，阿伦称
短时间的介入是手术成功的关
键，
在展女士去世前，
阿伦的团队
在病房外守候了超过 40 个小时。
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进行人
体低温保存，
阿伦回忆，
曾有一位
脑部肿瘤破裂的患者坚持要求要
做，
但最终因为周围血管破裂，
无
法完成灌流而宣告失败。

谈伦理：
更看重从绝症中恢复的可能
除了技术，伦理是人体低温
保存另一个饱受争议的领域。
一些人坚持认为，尽管介入
时患者已被宣告临床死亡，人体
相关器官仍在进行代谢活动，大
脑活动也还在进行，此时立即开
展手术是不人道的。
还有人设想，
将来假如所有人都采用这种方
式，会不会造成地球人口只增不
减，
加速各种资源的消减。
“人体冷冻之父”
埃廷格甚至
曾提出：
人们可以通过协商，
轮流
地不时将自己冷冻一段时间然后
复活，就能平等且长久地享用地
球资源。
但在阿伦看来，在目前讨论
这样的设想是可笑的。
“并不是人
人都愿意参与人体低温保存的，
他必须是非常热爱生活并且珍惜
生命的人，世界上现在已经参与
的不过 300 多人，这实在是很小
的一群人。
”
相比于伦理争议，他更看重
人体低温保存为患者提供了一种
可能，
“一种将来某一天从绝症中
恢复的可能。”作为医生，他乐观
而严谨，
“我坚信那一天一定会到
来，
但更重要的，
人体低温保存技
术则能挽救那一天来到前即将去
世的这批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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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一家美国公司宣布其转基
因三文鱼已上市销售，
这是第一种获
准上人类餐桌的转基因动物产品。
鲜
为人知的是，
全球最早培育成功转基
因鱼的是中国科学家。
那为什么中国
的转基因鱼迟迟未能上市？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就此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有关转基
因食品的科学知识还需加强普及，
打消公众的疑虑，推动中国拥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鲤鱼——
冠鲤尽快“游”
向人们的餐桌。
朱作言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他 介 绍 说 ，早 在
1983 年他们就研究转基因鱼，1985
年正式发表了世界首批转基因鱼培
育成功的论文，比西方同行领先 3
年以上。后来研究团队将草鱼生长
因子的基因植入黄河鲤，经多代选
育出冠鲤。
“与对照组的鲤鱼比较，
在同等
养殖条件下，
冠鲤生长速度更快，
当
年可达到上市规格，养殖周期缩短
一半，
减少养殖成本和人力投入，
降
低养殖风险；且冠鲤的品质与对照
鲤相似，并没有因为长得快而不好
吃。
”朱作言说。
北美上市的转基因三文鱼体内
植入了太平洋奇努克三文鱼的生长
激素基因，
以促进其快速生长。
与之
相似，冠鲤体内植入了生长速度快
的草鱼的基因。
因此，
冠鲤体内含有
微量草鱼生长激素。
但这不影响食用安全，吃一条
冠鲤所摄入激素的量也只是相当于
吃两条普通鲤鱼。武汉大学基础医
学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已对冠鲤进行了营养学、毒理学和
致敏性研究，系统评价并证实冠鲤
与黄河鲤实质等同，
食用同样安全。
至于冠鲤是否会逃到野外造成
“基因污染”
，朱作言团队发现，
冠鲤
生存力比普通鲤鱼低，即使与普通
鲤鱼交配产生后代，也不会形成优
势种群而带来“基因污染”。研究团
队还培育出了三倍体鲤鱼“吉鲤”，
就像无籽西瓜一样，不能产生可繁
育的后代，
从根本上避免了风险。
但是冠鲤一直未能上市。根据
我国现行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相关
法规，转基因安全评价需经过实验
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
试验和安全证书等五个阶段。冠鲤
安全评价自 2000 年完成中间试验
后，由于社会上对转基因食品的争
议等原因，
长期没有进展。
近年来，社会和公众对转基因
食品有了更多的认识，北美转基因
三文鱼的成功也给了研究团队信
心。
因此，
研究团队又重新申请并完
成了冠鲤的中试，目前处于环境释
放试验阶段。
不过，由于美国国内对转基因
食品也有争议，以及一些人士为保
护野生三文鱼市场而进行游说等因
素，转基因三文鱼暂时未能在美国
上市，
只能先销往加拿大。
朱作言认为，中国转基因鲤鱼
要想从实验室“游”向餐桌，还需有
关部门制订我国基因改良农业动
物品种市场准入的条例和操作细
则 。面 对 公 众 对 转 基 因 食 品 的 疑
虑，还需要政府、科研机构、媒体秉
持科学理念，向公众全面客观地宣
传和解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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