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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冻存卵巢组织移植全球已诞生160余例健康孩子，上海市人类生育力保存中心填补我国技术空白

不同于冷冻卵子，女性生育力受损有“解药”

现代女性普遍晚婚晚育，由于工作、生活
压力较大，导致部分人群产生生育问题。数据
显示：1990 年—2017 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
育年龄推迟 3 岁以上。2015 年统计的上海女
性平均初育年龄为 29 岁。 生育年龄逐年增
高，对生殖细胞健康造成显著影响，不孕不育
发病率、出生缺陷率双双走高。在欧洲，已开
展十余年的冻存卵巢组织移植技术， 成为生
育力有障碍女性的“解药”。迄今，全球已有
160 余例经冻存卵巢组织移植后出生的健康
孩子。

前天，上海市人类生育力保存中心在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成立，这意味着我国相关
技术领域空白已被填补。

什么是女性生育力保存？ 医学专家解释，

女性生育力保存技术包括胚胎冷冻、卵子冷冻
和卵巢组织冷冻等。其中，卵巢组织冷冻移植
技术近年逐渐受到重视。 从医学角度来看，冷
冻复苏移植后的卵巢组织，非但可以保留卵巢
的内分泌功能，还有可能实现生育功能。

需要澄清的是，卵巢组织冷冻不等于卵子
冷冻。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仍禁止建立卵子
库、禁止代孕，冷冻卵子有严格的伦理门槛。妇
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说，卵巢组织冷冻移植技
术在临床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年轻妇科肿
瘤患者、 可能影响生育能力的特殊患者等，均
将因这一技术而受益。

专家举例，27 岁的晓雯被查出罹患乳腺
癌。历经手术、化疗等系统治疗，患者已平稳度
过五年生存期。但没过多久，她出现潮热出汗、

阴道干燥等症状，月经量也锐减。检查结果显
示，卵泡刺激素（FSH）水平增高，但性激素水平
降低，各类卵泡数目明显减少，这意味着女孩
卵巢已经早衰。“可能是治疗方案中的化疗、放
疗等致卵巢功能损伤。类似这样的患者，今后
便能通过卵巢组织冷冻移植技术提前保存健
康卵泡，保全生育功能。”

卵巢组织冷冻移植技术在欧美国家较为
成熟。国外已有不少患者通过生育力保存技术
成功妊娠；部分国家已发展人造卵巢等生育力
保存的前沿技术。反观我国，针对女性生育力
保存的研究和临床应用， 迟迟未规模化开展。

相关指南规范、伦理监督、法律法规等也亟待
进一步完善。

技术缺位的背后， 患者实际需求却日渐
突出。 目前我国每年新发恶性肿瘤超过 400

万例， 年轻恶性肿瘤患者中七成以上有生育
意愿。 常规治疗方案可能对她们的生殖器官
和生殖细胞产生不可逆的损害。 现有研究显
示： 放疗剂量小于 2Gy 就会造成 50%人卵母

细胞损伤；5至 10Gy盆腔放射剂量，可致卵巢
功能彻底衰退。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白血病
等其他疾病的治疗， 同样可能会使用生殖毒
性药物或措施。

基于实际需求，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
院 “上海市人类生育力保存中心” 于去年 11

月获批成立。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数名患者
通过临床试验研究途径冷冻了部分卵巢组
织，她们均是恶性肿瘤患者。“符合条件时，冷
冻的卵巢组织将会被复苏并重新移植回患者
体内，帮助其恢复卵巢内分泌功能，并有进一
步实现妊娠的可能。”医院党委书记、中心副
主任华克勤说。

涉及人类生殖的技术， 应有严格伦理门
槛。 迄今可实行卵巢组织冻存移植的主要限
于三类人群：恶性肿瘤（妇科、非妇科肿瘤）患
者；其他疾病导致生育力下降者；以及特殊状
况与特殊环境导致的生育需求 （例如有辐射
危险地区工作者等）。 符合上述条件的患者，

可通过咨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进行生
育规划。

胚胎冷冻、成熟卵子冷冻、未成熟卵子冷冻
等技术在我国逐渐成熟。 至于卵巢组织冻存，则
可以更好地保持女性生殖内分泌环境和状态。专
家强调，女性生育能力保存与建立男性精子库的
概念并不一样。 精子库可保存自身生殖能力，也
可提供给他人精子；而卵子、卵巢组织的提供，目
前仅能给予本人。

人口生育力关乎家庭幸福、社会稳定，更与人
口素质息息相关。徐丛剑表示，市人类生育力保存
中心将目光聚焦全生命周期“起始点”，利用妇科、

男科、遗传学、表型组学、冷冻医学等多学科协作，

致力人类生育力保存新技术研发， 探索建立诊疗
新规范、完善辅助生殖伦理与管理体系。

冻卵复苏率仅有七八成
适龄妊娠更符科学规律

关乎生殖技术的话题，总是备受关注。现代
社会为女性提供多种可能， 也带来无限困扰：面
临职场竞争，是选择“升”还是“生”？如果在选择
生育时有一种“后悔药”，会否缓解生育焦虑？随
着生殖技术发展，伦理关如何过？记者就此采访
医学伦理专家求解。

冻卵要经历多种风险
近年来常有知名女星大胆承认：为给自己留

下成为母亲的机会，选择冷冻卵子，“犹如找到世
上唯一的后悔药，只是找到这味药有点晚。”到国
外去冻卵，成为一些现代女性的选择。

何为冷冻卵子？即取母体健康时的卵子进行
冻存，阻止卵子随人体衰老，待母体想生育时，再
取出冷冻卵子使用。当前，国际上有慢速冷冻法、

玻璃化冷冻法两种方式。以后者为例，是将卵子
放进保护溶液，投入-196?液氮中保存，当需要
使用卵子时，再取出复温，体外受精。

“选择冻卵，须慎之又慎。”医学专家表示，许
多人存在认知误区， 以为女性取卵与男性取精一
样简单。事实上，女性从促排卵到取卵，整个过程
要经历多种风险。比如，促排卵药物易使多卵泡发
育，导致女性卵巢过度刺激，引发腹水、胸水；取卵
手术虽属微创，但存在出血、感染，甚至伤害卵巢
功能的可能。 此外， 冷冻卵子的复苏率仅70%至
80%，冷冻试剂中的二甲亚砜、乙二醇等，对卵子、

子代是否存在潜在影响，目前尚无明确定论。

生殖技术伦理框架须明确
迄今为止，未婚女性或有正常生育能力的夫

妇，如果想要冷冻卵子或胚胎，目前在我国尚无
法得到批准。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

伦理委员会副主任姜桦说，卵子冻融技术尚未完
全成熟，冻融卵子获得的有效胚胎率远低于新鲜
卵子。医学技术是双刃剑，伦理框架必须跟上，尤
其是生殖技术。

为保障育龄妇女及其后代权益，我国仅有两
类人群适用冻卵。第一类，是具有不孕病史和助
孕指征夫妇，在取卵日丈夫取精失败的特殊情况
下进行；第二类，是希望保持生育能力的癌症患
者，在手术和化疗之前先行冻存卵子。患者应被
告知卵子冷冻风险，并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

日前有报道称，单身女性前往国外尝试“精
子银行”内人工授精，初生儿具备五国国籍，这一
个例也引发讨论。专家表示，在我国，不承认多重
国籍，针对人工授精的诊疗也有一定限制。不符
合应用适应症，则无法开展技术。生殖技术所涉
及的远非技术本身，越过伦理框架可能带来家庭
纷争，更不利于孩子成长。

随着生殖技术发展，“人类是否在扮演上帝”

的争议不断。医学专家对此明确，育龄女性还是
应正视生育观念，怀孕生子是女性自然的生理过
程，终身不孕可能带来妇科疾病、威胁女性健康。

至于冻卵技术， 是针对少数特殊人群的最后选
择，绝非普通人群的保育法宝。适龄女性在合适
年龄怀孕分娩，才更符合科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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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例卵巢组织冷冻移植宝宝诞生
本报讯（记者 陈琼珂 通讯员 王根华）

“没想到我还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宝宝， 很幸
运！”今年 8月，蔡女士夫妇迎来终身难忘的
一刻：经过三年漫长的治疗和等待，他们的
宝宝出生了， 为这个卵巢早衰家庭带来曙
光。这是中国首个应用卵巢组织冷冻移植技
术获得临床妊娠并分娩健康婴儿的案例，标
志着我国在生育力保存的理论研究及临床
应用上取得新突破。

蔡女士和丈夫刘先生婚后两年一直未
自然受孕，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卵巢早
衰”。28岁的蔡女士不能理解， 为何自己这

么年轻卵巢就老化了？她毅然辞职，踏上求子
之路。 蔡女士先后尝试了包括试管婴儿在内
的几乎所有助孕方法，均以失败告终，但夫妻
俩一直互相鼓励。来到长征医院生殖中心后，

蔡女士夫妇向医生表达了想要一个自己的宝
宝的迫切愿望。 医生决定采用该院最新开展
的卵巢组织冷冻移植新技术来解决这个问
题， 并为蔡女士详细讲解了技术实施的过程
和细节。

2016年， 蔡女士进行腹腔镜下左侧卵巢
切除术及卵巢皮质组织冷冻术。2017 年，医
生指导她进行卵巢组织体外激活及自体原

位移植术，术后经过连续用药及监测，指导
自然妊娠。2019 年， 蔡女士剖宫产下一名健
康男婴。

“卵巢早衰通俗点说，就是卵巢里没有卵
子了，就像种子仓库里没有种子。卵巢早衰是
指卵巢功能衰竭所导致的 40 岁之前闭经的
现象。” 长征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李文介
绍，卵巢出现早衰，就意味着女性面临不孕、

生殖系统感染等威胁。目前，长征医院已有超
过 100 例来自上海及全国各省市的女性恶性
肿瘤患者及卵巢早衰患者进行了有效的生育
力保存。

卵巢组织冷冻≠卵子冷冻

让患者受益

技术才刚起步，实际需求却突出

保存生育力

伦理门槛怎样设定？仅限三类人

建立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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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成了许多老人第二个家
（上接第 1 版）截至 2018 年底，上海全
市户籍老年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比例
已达 34.4%。市民驿站，正是上海结合
超大城市老龄化日益严重的现实，以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为突破口，搭建
的社区综合为老服务实体平台之一。

社区食堂成“网红”

在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
一分站一楼综合接待大厅，前台设有为
老服务接待、 社区事务延伸服务点、党
群服务三大窗口。 为老服务接待窗口，

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业务办理、 政策咨
询、服务介绍等，也是上海市首批养老
顾问点之一。

记者采访当天，刚退休不久的刘阿
姨在查询独生子女档案，为了尽快领取
一次性独生子女补贴。“以前，要专门去
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才能办理。现在
走几分钟来市民驿站就可以了。” 刘阿
姨说。

据介绍，市民驿站社区事务受理涉
及的条线和数量不断增加，咨询事项由
原先的 169项调整至 188项，增加调整
包括城乡居保缴费银行卡信息采集、城
乡居保缴费银行卡解除、《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证》登记信息变更申请等在
内的十余项事项。当场办结事项由原有
的 7大类 38项调整、 增加至目前的 9

大类 50项， 增加包括婚姻登记档案查
询、独生子女证档案查询、再生育子女
审批档案查询等 12项。

这里的社区食堂，则是附近的“网
红”。价格公道、菜品质量高，社区食堂
不仅吸引了许多附近居民，更有不少白
领慕名而来。每天中午 11点开始，很多
居民走进来，花十几元钱就能吃到一荤
一素、米饭加汤。“每天一日三餐都在这
里解决了。” 王阿婆说，“这里的菜味道
适合老年人，每天翻花样，看看今天的
菜谱：稻香扎肉、红烧黄鱼、双色虾仁、

宫保鸡丁，样样都有。”

随着客流量越来越大，社区食堂的
供应能力有些捉襟见肘。为满足更多老
年人的助餐需求，社区食堂后厨今年开
始了更新改造，扩大面积，同时也加强
干湿分离，保障后厨食品卫生。据嘉兴
路街道社区服务办主任熊洁介绍，改造
后的社区食堂每日供应量能达到 2000

人左右，包括堂食以及外送。

今年嘉兴路街道还开设
了 5个助餐点，让居民们直接
在家门口就可用餐。助餐点每
日供应两种套餐，价格均为 11

元。为丰富助餐形式，满足多
元化的口味需求，嘉兴路街道
还计划与一家国有餐饮机构
上线移动订餐服务。 届时，居
民们只要扫一扫二维码就可
实现移动订餐。

嘉兴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狄梁表示，一年来围绕“有意
义、接地气”，嘉兴路街道逐步
形成“1+5+27+27+X”的党建工
作平台，即：1家社区党建服务
中心+5 家市民驿站党建服务
站+27 家居民区党建服务站+

27家社会层面党建服务站+若
干家其他党建服务站，让其更
好地服务于居民。

托老所是第二个“家”

眼下，虹口区市民驿站嘉
兴路街道第一分站托老所，已
然成为许多老人的第二个
“家”。不过 30元，老人们就可
以在这里待上一整天： 有课程可以
上、有老伙伴可以一起白相，还可以
吃饭、休息，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安排日程，让很多老人连说“适意”。

去年 11月 6日，曾受到习近平总
书记亲切慰问的 88 岁老人朱德明，

如今每天乐呵呵地和老伙伴们参加
各种活动。“上午过来日常身体检查、

做手指操，中午吃上一顿好吃的，下午
有烘焙、书法、下棋等各种活动。”

其他老人们，也忙不迭地参与到
各种活动中：画画、十字绣、手工……

这背后，是工作人员对每位老人兴趣
爱好的悉心记录，“我们要发现、发挥
每个人特长，为老人们提供做‘老师’

的舞台， 激发老人的活力和自信，甚
至实现他们年轻时的梦想，提升他们
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努力创设‘老有
所为’的土壤和环境。”托老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老人们普遍感觉，课程更“时尚”

了，让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在原

有的手工、唱歌、书法、烘焙、益智游戏
等课程的基础上，托老所今年又增加了
插花、打击乐、垃圾分类互动游戏等“新
时尚”课程，还聘请专家来传授茶道、水
墨画等教学，联系一些爱心企业和志愿
者上门为老人送活动、送演出，做到了
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演出。

托老所也新增了智慧养老服务。在
这里， 工作人员除了每天给老人量体
温、测血压，详细记录在个人健康档案
卡上，还做到对每位老人的情况了然于
心，大到护理的注意事项，小到爱喝什
么茶、爱吃什么菜等。同时，聘请专业康
复治疗师， 根据不同老人的身体状况，

设立康复活动指导，有力提供了“老有
所养”的服务保障。

市民驿站还开设了健康生活馆、创
艺手工坊、书画沙龙、朗读班等各类活
动，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在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的基础上， 设立养老顾问员，

逐步向 27个居委会全覆盖。

屋顶上， 则有了老人们爱去的空中

花园。“之前上海植物园的老师过来，给我
们发了种子：向日葵，迷迭香，豌豆……

好多品种，有些我名字都叫不上来。”许
菊瑛阿婆说。不仅在屋顶上种植出一片
绿意，老人们还带了种子回家养，遇到
问题就在微信群提问，老师很快就会解
答。许阿婆告诉记者，市民驿站举办过
“屋顶花园之果蔬的品尝与鉴赏”活动，

在小程序上很快就报名满员。

针对老人们关心的各类养老政策、

设施等信息，嘉兴路街道编制了《嘉友

益老》养老手册。由于第一批印
制的 25000本已被领完，更新的
第二版，正在印刷制作中。

整个上海，也逐步搭建了“虚
实结合” 的社区综合为老服务平
台———“实”， 即以设置在全市各
街镇的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为
枢纽，打造的长者照护之家、日间
照料中心等社区为老服务综合体
以及社区 “养老顾问” 制度等；

“虚”，即以“上海市综合为老服务
平台”信息系统为依托，重点开发
的线上“智能养老顾问”等。

垃圾分类成了新习惯
去年 11月 6日， 习近平总

书记在视察虹口区市民驿站嘉
兴路街道第一分站时指出：“垃
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垃圾综
合处理需要全民参与，上海要把
这项工作抓紧抓实办好。”

一踏进虹口区宇泰景苑小
区的大门，就可以看到一道独特
的风景：一座浑身爬满绿植的垃
圾箱房，边上是摆放得整整齐齐
的分类垃圾桶。76岁的居民郭本
泰熟练地将湿垃圾倒入湿垃圾

桶之后， 再将塑料袋丢入干垃圾桶，他
告诉记者：“垃圾分类的新时尚已经成
了我们的新习惯。 自从垃圾分类之后，

垃圾点位少了，楼下的苍蝇、虫子不见，

小区的环境更好了，停车位还增多了！”

今年 3月 1日，宇泰景苑小区就开
始试点垃圾分类撤桶并点、 定时投放，

是虹口区首个试点小区。原来，小区有
10个 24小时的垃圾投放点， 归并为 3

个垃圾分类投放点位后，371 户居民要
在规定的时间内就近到这 3 个点上分

类投放垃圾， 为了提高垃圾分类的实
效，每个点位上有志愿者值守来引导居
民正确分类。

“经过 4 个月的磨合，每家每户都
已经养成了家中垃圾分类装袋， 定时定
点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居民垃圾分类的
准确率也已经超过 98%。志愿者从最初
在投放点值班指导， 到如今已经基本无
事可做。”红叶居民区书记王静华骄傲地
告诉记者：“今年 7月 1日，也就是《上海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正式实施的那一
天，我们的志愿者也圆满下岗了！即便没
有志愿者，这两个月来，小区的垃圾分类
正确率也始终保持在 98%以上。”

同样在今年 3 月， 小区里新建的
“堆肥花园”“一米菜园” 成为了附近最
热门的场所。 这里不仅花草娇艳欲滴，

风景雅致，还专门放置着用来发酵处理
小区湿垃圾的堆肥桶和酵素桶。不少居
民已习惯每天来打理一番果蔬，再带点
酵素回家养花。“这个肥料相当好，特别
适合种花， 只要填在花盆土壤里就行，

很多其它小区的人还专程来拿。” 宇泰
景苑小区花仙子志愿服务队队长陈桃
花指着堆肥桶告诉记者，一桶肥料只要
发酵 25天就能用了。

据悉，目前宇泰景苑小区的居民分
类投放参与率达 100%， 分类准确率达
98%，资源回收利用率达到 60%。

类似宇泰景苑这样的场景，正在上
海无数个小区里上演， 通过党建引领、

“三驾马车”协同、志愿者动员、居民自治
等方法， 这场垃圾分类革命推行势头超
过预期。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上海湿垃
圾日均清运量为0.92万吨， 较去年底增
加130%；干垃圾日均清运量低于1.55万
吨，较去年底减少26%；可回收物日均增
加至0.45万吨，较去年底增长了5倍。

“5G全球创新港”开港
（上接第 1版） 这里通过各种
高科技手段，展示 5G在城市、

企业中的各类场景应用以及
产业创新生态等。港区共四层，一层
为上海 5G综合应用展示厅， 重点展
示 5G 网络、技术、应用和产业创新
生态， 通过与远端 5G 场景应用互
动，为 5G 创新成果提供成熟度测试
验证； 二层为 5G 联创中心平台，华
为、纵行科技、欧朗、芯翌智能等 5G

产业链企业， 以及长三角 5G创新发展
联盟等机构在此集聚， 围绕以 5G为代
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展联合创新，重
点聚焦 5G+物联网、5G+VR/AR/MR 两
大领域实现突破； 三层为 5G＋VSAT联
创中心，打造 5G＋低轨卫星通信网络研
发高地，弥补我国在低轨卫星通信上的

空白； 四层为 5G创新应用在城
市管理中的实践及城市规划展
示区，其中北外滩街道城市运行

综合管理中心利用 5G＋物联网技术，打
造虹口城市数字底座， 实现数据融通、

挖掘、分析与共享；而城市规划展示区
则运用数字媒体展示了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及精细化管理新风貌。

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出席开港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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