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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氮保存
2004年12月，朱

女士通过试管婴儿技
术生下男婴;

剩余11个健康胚
胎在零下200多度的
液氮罐中等待复苏。

与哥同龄
今年3月，45岁的

朱女士，决定尝试生
育二孩;

有意思的是，这个
“冰宝宝”，其实跟自己
11岁的哥哥“同龄”。

12年前，33岁产妇利用试管婴儿
技术，成功生下一个男孩，多余的11
个胚胎被冷冻储藏。受益于全面二孩
政策，其中3枚冷冻胚胎在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被
成功唤醒，并植入产妇体内。

经历减胎等程序后，45岁的产妇
如今已成功怀孕12周。据悉，冷冻如
此长时间后复苏、植入，该“冻龄”宝
宝将有望成为国内最“老”的宝宝。

有意思的是，这个沉睡了12年的
“冰宝宝”，跟自己11岁的亲哥哥其实
是“同龄”。

尝试二孩
主动续缴105个月保管费

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
许海燕介绍，来自罗定的朱女士，因
为双侧输卵管堵塞，婚后多年不育。
2004年3月，曾在广医三院接受过试
管婴儿技术操作，同年12月成功诞生
一个健康男婴。

当年，朱女士一共取得19个健康
卵子细胞。在与其丈夫的精子结合
后，获得了13个有效健康的胚胎。“当
时植入了两个胚胎，成功生下男孩
后，朱女士剩余的11个健康胚胎被冷
冻保存了起来”，许海燕介绍，和当时
许多已经成功分娩的试管婴儿操作
夫妻一样，朱女士成功有了一个孩子
后，对于剩下的11个封存胚胎没有太
过留意。

今年3月，45岁的朱女士，决定尝
试生育二孩。万幸的是，在没有缴费
保存的情况下，医院一直为这11个小
生命提供冷冻保存服务。

这些“小家伙”依然静静地呆在
零下200多摄氏度的液氮罐中，等待
复苏的机会。随后，朱女士主动续缴
了积欠的105个月保管费用。

“形态饱满”
7个冷冻胚胎3个符合植入要求

根据基本信息，中心医护人员成
功找到了朱女士当时冻存的“胚胎”，
用复苏技术为冷冻胚胎注水、唤醒。
通过显微镜、肉眼来观察复苏胚胎的

形态，并据此甄别胚胎的健康程度。
“所取的7个胚胎中，有3个形态饱满、
正常，符合植入的相关要求。”

许海燕表示，广医三院从2001年
开始提供冷冻胚胎相关的保存服务。

统计显示，在使用老旧脱水、冷
冻方法时，其解冻复苏的成功率约为
60%。在澳洲专家发明玻璃化冷冻技
术，能够在短短数秒时间内完成胚
胎、生殖细胞的快速冷冻后，相关的
复苏成功率则达到95%以上。

“目前，我们中心每月进行的约
600个周期的胚胎植入中，完全适用
新鲜胚胎进行植入只有200例左右。
使用冷冻胚胎植入的冰宝宝则达到
300~400例，每月解冻的冰宝宝数就
有近千个。冷冻胚胎植入后的成功
抱婴回家率，和新鲜胚胎并没太大
差异。”

“非常成功”
考虑高龄因素三胞胎减至一胎

获得了三个唤醒的胚胎后，许海
燕很快安排了为朱女士进行胚胎植
入手术。

术后15天左右的观察，三个12年
前的胚胎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全部存活。朱女士已是45岁的高龄，
成了此次二孩分娩的最大障碍。“从
优生优育的角度来看，女性怀孕的年
龄越大，胚胎异常发生的几率就越
大，而且怀孕后流产率高，承担着非
常大的风险。”

许海燕在历次门诊随访中，都建
议患者减胎。朱女士也不想在如此高
龄，承担三倍于常规怀孕的压力，选
择将三胞胎减少到一胎。6月8日进行
了减胎操作，13日又进行了减胎手术
后的多次影像观察。

“这次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由
于患者使用的是12年前更为年轻、活
力的冷冻胚胎，本身发生染色体异常
的几率就要低许多。再考虑到患者目
前已经过了流产高风险期，朱女士这
次成功分娩二孩的几率很高”，医院
产前诊断专家陈敏表示，这也意味着
大约六个月后，朱女士将有可能分娩
我国冻存时间最长的一个冰宝宝。

“重要军事外交任务”
中国军舰起航参加环太演习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15日从浙江舟
山某军港起航，奔赴美国夏威夷参加

“环太平洋—2016”演习。
中国海军参加“环太平洋—2016”

演习兵力，由导弹驱逐舰西安舰、导弹
护卫舰衡水舰、综合补给舰高邮湖舰、
和平方舟医院船、综合援潜救生船长
岛船5艘军舰，及3架舰载直升机、1个
陆战分队、1个潜水分队组成，共1200
余名官兵。编队5艘军舰都是由我国自
行设计制造、性能先进的现代化军舰，
具备长期执行远洋任务的能力。舰载
直升机、陆战及潜水分队多次参加军
事演习和执行重大任务，具有比较丰
富的经验。

海军副司令员王海在欢送仪式上
说，这次任务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
主席赋予海军的重要军事外交任务，
是深化拓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力
推进中美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重要举
措 ，也 是 中 国 海 军 参 加“ 环 太 平
洋-2014”演习后，再次赴美参加环太
演习。

根据中美两国达成的共识，中国
海军将参加火炮射击、海上补给、损管
救援、反海盗、舰机协同突击、搜索救
援、潜水、援潜救生等课目演练。中方
还将参加演习港岸阶段相关桌面推
演、文体比赛和研讨交流等活动。

根据演习计划安排，6月18日中国
海军舰艇将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与美
海军舰艇会合，组成编队向夏威夷珍
珠港航渡。期间，将组织编队队形变
化、通信操演、吊放小艇、占领阵位、海
上补给、应急情况处置及主炮对海射
击等课目训练。 据新华社

外交部回应“中国士兵‘入
侵’‘阿鲁纳恰尔邦’”报道

针对印度媒体关于中国士兵“入
侵”“阿鲁纳恰尔邦”的报道，外交部发
言人陆慷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边防部队是在实控线中方一侧开
展例行巡逻。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国防和情报
机构官员称，约250名中国士兵再次“入
侵”“阿鲁纳恰尔邦”的东卡门地区。

“中印边界尚未划定。”陆慷说，据
中方了解，中国边防部队是在实控线
中方一侧开展例行巡逻。 据新华社

随着近期发明应用的玻璃化冷冻技术的发展，胚胎快速冷
冻、解冻成功率已大大提升。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实验室杜红姿主
任表示，胚胎的冷冻，关键是脱水和注水的相关细节需要处理好。
构成细小胚胎的内容物中，除了各类生命物质，其余最主要的就
是水，它们在冷冻卵子的过程中，成了最需要克服的瓶颈。

对胚胎进行脱水冷冻，先将其放置到细胞培养液和专业器皿
中30分钟左右，随后一种脱水试剂“上场”。这种试剂已被证实，在
脱水过程中对胚胎的安全危害性极小。先用浓度低、渗透压低的
试剂，胚胎开始快速脱水；再上浓度高、渗透压力高的试剂，让脱
水过程可控，保留一定水分。随后，在1秒钟内让脱水后的胚胎由
室温降低到零下196℃。细胞内的液体不再是冰晶，而是玻璃化的
固态物质，对胚胎的损害也就降到较低水平。

而让冷冻胚胎快速复活的过程，则是将上述昂贵试剂的浓度
由高向低进行反向操作。

随后，生殖医学专家将这些复苏的胚胎，放置在37℃、二氧化
碳浓度6%、湿度95%以上的培养液中待上4个小时。

在模拟出来的人体环境待上足够长时间后，感觉回到熟悉环
境的胚胎才终于“满血复活”。 据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

释疑释疑// 冰封12年“冰宝宝”健康吗？

目前没有发现智力、发育
等领域会表现出差异

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度下待了这么长时间，冰宝宝的健
康状况，是否会比新鲜胚胎要差些呢？

目前国际、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在进行，毕竟试管婴儿技术从
1978年才面世，迄今不到40年。使用冷冻胚胎进行操作的相关技
术，开展的时间更短。

截至目前，医学界还没有发现使用冷冻胚胎的冰宝宝在成长
过程中，在智力、发育等领域会表现出与新鲜胚胎上的差异。如同
试管婴儿技术孕育的孩子，并不比普通孩子更笨、更弱一样。

不仅如此，由于冷冻胚胎的形成时间，往往处于父母更年轻
的时段，其发生遗传变异的可能性反而更低。如果一名女性在30
岁前取出卵细胞进行受精，然后将胚胎进行冷冻保存。在35岁后
再移植怀孕，那么，这个来自于30岁身体的卵细胞，极可能会比高
龄时发育的卵细胞缺陷率低。

揭秘揭秘// 冷冻时1秒内降到零下196℃

“唤醒”冷冻胚胎
在模拟人体环境待4小时

13日，医生在显微镜下对将要进行冷冻的
受精卵胚胎，进行处理液浸泡的预处理

冷冻胚胎保存在零下200多摄氏度的
液氮罐中

善于总结经验：撰写《湘东各
县工作报告》的潘心源

中央档案馆里留存着中国共产党
早期革命者潘心源1929年7月撰写的
一份报告——《湘东各县工作报告》。
报告对马日事变、农军攻打长沙、秋收
起义、平（江）浏（阳）醴（陵）斗争等湘
东各县的斗争情况作了详尽介绍。这
个报告写出后仅一年多，年仅27岁的
潘心源就英勇就义了，他留下的这个
报告成为极为珍贵的党史文献。

报告的开头，潘心源特意写道：
“当日参加斗争的同志，大部分是在历
次英勇的斗争而牺牲了，……我因为
恐怕以后没有相当的机会将历年斗争
的经过写了出来，使我无数英勇同志
用血花换来的光荣历史不至于埋没，
因此对过去的事实不免多写了几句。
希望中央将此报告长期保存，为我死
难同志留个无穷纪念。”

1927 年 4 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
武昌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潘心
源作为湖南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这次大
会，在会上极力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武
装工农的主张。

会议期间，作为浏阳县委书记的
潘心源给浏阳县委写了一封信。据《湘
东各县工作报告》记载，他要县委的同
志“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也必须参加武
装斗争，不断扩大武装力量；要力争在
很短的时间内成立一个师，搞到三千
支枪。同时，一定要把自卫军训练好
……”

马日事变后，潘心源参加了长沙附
近各县农军围攻长沙的武装斗争。对斗
争的失败，他在《湘东各县工作报告》总
结道：“浏阳农民之围攻长沙，虽然失
败，但其伟大意义决不因失败而减少，
确实是对许克祥屠杀湖南工农的答复，
它确实是对可耻的机会主义反响的呼
声，它确实是成为湖南革命退兵时之英
勇的一战，洗去了不少耻辱。”

1929 年 4 月，中共中央派潘心源
去苏联学习，后因中苏边界被封锁未
能去成，改去上海党中央。在那里，潘
心源以湖南省委委员的名义，向党中
央提交了这份《湘东各县工作报告》，
全文长达两万余字。

1930 年 8 月，潘心源以中央巡视
员身份，赴浙南巡视党务和军事工作。
9 月，中央军委任命潘心源为红十三
军政委。同年 12 月初，在乘船去温州
开会途中，因叛徒出卖，在浙江玉环县
被捕后被杀害。 据新华社

光辉历程

前天上午，新中国成立后涉案人数最多的合同诈骗案在北京
一中院一审宣判。（上图）

利用“网络关键词”诈骗，中网互赢公司共有62名员工受审，一
中院以合同诈骗罪一审判处该公司全国行政总监石淑荣有期徒刑
12年，其他50名被告人分获有期徒刑11年到2年不等的刑罚。另有
11名被告人被定罪免刑。据检察机关起诉，2013年至2014年6月间，
中网互赢公司总经理刘晓强（另案处理）指使被告人石淑荣等62
人，以中网互赢公司名义在签订、履行关键词网络服务合同的过程
中，谎称中网互赢公司系工信部下属单位，虚构有他人抢注或有买
家高价收购等事实，诱骗被害人王某等259人在该公司完善关键词
网络资源，购买付费业务，以此骗取钱款共计人民币8000余万元。

在宣判现场，随着法官逐一念出被告人的刑期，法庭内的被
告人与旁听席上的家人中不断传出哭声。在宣判后，不少被告人
家属表示，刑期偏重要求上诉，获刑最重的石淑荣的丈夫迟先生
认为，目前在逃的公司总经理才应该是主犯，自己的妻子则成为
了“替罪羊”。 （新京报）

这公司62名员工受审
51人获刑
系新中国成立后涉案人数最多合同诈骗案

胚胎冰冻
及受孕过程

胚胎植入

取卵

卵泡清洗
去除颗粒

精子处理

卵子单精子注射

受精卵及
胚胎培养

胚胎冷冻

液氮冷冻保存
胚胎解冻

唤醒沉睡12年胚胎 45岁妈妈有望产下国内冷冻最久“冰宝宝”

最“老”宝宝“满血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