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冻卵宝宝降生
还是对双胞胎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很多
高龄妇女加入了生二孩的队伍，各
地医院产科迎来婴儿出生潮。近
年来，随着徐静蕾等明星冷冻卵子
的报道，生育力保存这个话题，也
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让大众对这
项课题有了更多了解。“我们不仅
关心技术，还要关注伦理。”四川省
卫计委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唯
一的生殖医学重点学科（重点实验
室）学科带头人、四川省妇幼保健
院副院长刘伟信说，冷冻卵子试管
婴儿技术，作为可以延迟女性生育
能力的一种手段，只是一项不得已
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并不能作为常
规技术来开展，“我们也不主张”。

按照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未
婚女性是禁止进行辅助生殖类手
术的，包括冷冻卵子也是如此。已
婚的女性要做这种手术也有相应
的限定条件，比如，一些年轻的肿
瘤患者在进行放化疗前，可以通过
卵子冷冻技术保留以后的生育机
会；一些遗传性疾病需要预防性切
除输卵管或卵巢的，可以提前冷冻
卵子；还有就是一些育龄女性，面
临男方不能获精或病故等突发意
外的情况。

“目前在我们医院应用冷冻卵
子技术的人数不多，只有4例，年
龄最大的32岁，其中有2例没有
受孕成功，还有1例卵子没有进行
解冻复苏。”曾玖芝说，女人在没有
激素促排卵的情况下，一辈子只能
排出400多颗成熟卵子，而女性

30岁以后，卵巢功能逐渐下降，卵
子的质量也会有所降低，35岁以
后下降得比较明显，生殖力大概只
有25岁年轻女性的一半。

冷冻卵子要比冷冻精子困难
得多，因为冷冻的精子，一次获取
就能得到成千上亿个，在冷冻复苏
的过程中，即使精子死亡率很高，
剩余精子的数量仍然可以满足于
做试管婴儿的需要。可是，冷冻卵
子就不同了，每次取卵数量有限，
而且卵子是人体最大的细胞，含有
大量水分。此前采用程序化冷冻
法，冷冻过程中水分容易形成冰
晶，稍有不慎就会破坏细胞内部结
构。

而最近几年，冷冻卵子的技术
被更为先进的玻璃化冷冻方法所
替代，一秒钟就可以把卵子速冻。
这样的技术大大提高卵子的复苏
率。但复苏后的卵子成功受精并
且受孕的几率却不高。“国内没有
具体的统计数据，只有少量病例
报道。”曾玖芝说，公开查阅的文
献显示，美国2016年的冻卵复苏
率为80%—90%，临床妊娠率为
36%—61%。而我国的复苏率为
58% —84% ，临 床 妊 娠 率 为
32%—43%。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蕾

2016年 3月的一天，沈莉莉
和丈夫忐忑不安地走进了四川省
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这对夫妻
结婚后没有采取避孕措施，但却一
直无法怀孕，经检查得知是丈夫的
精子质量和数量不达标。很想生
宝宝的夫妻俩，在医生的建议下，
决定尝试试管婴儿。

医生给沈莉莉注射了排卵针，
大约20天后，卵子成熟，到了取卵
的时候。当天，医生用一根直径不
到2毫米的穿刺针，在B超的引导
下，从她的两侧卵巢共取出31颗
卵子。但是，沈莉莉的丈夫无法取
得合格的精子，本人又拒绝通过睾
丸取精和精子库两种方式获得精
子。于是，医生挑选出了沈莉莉的
21颗成熟卵子，对其实施了冷冻
技术。它们被即刻存入液氮，迅速
成为玻璃化状态。

一个个冷冻胚胎，等待着未来
苏醒的一天。

6月，夫妻俩再次来到医院。
医生用药物使沈莉莉的子宫内膜
达到可以接受胚胎的状态。“相当
于把土壤准备好，随时等待种子降
临。”四川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
主任曾玖芝说。这一次，男方取精
成功，于是医生也对女方的卵子进
行了复苏解冻。“被唤醒”的卵子通
过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技术，即第
二代试管婴儿技术，获得正常受
精，形成了10个可利用的胚胎。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选取了两
个质量最好的‘胚胎宝宝’，移植到
妈妈温暖的子宫里。12天后等来
了好消息，女方受孕成功。”曾玖芝
说，怀孕50天后，女方的B超显示
宫内双胎，并有了胎心搏动。随
后，沈莉莉回到老家安心待产，并

于怀孕37周零5天时接受了剖宫
产手术，顺利诞下一对健康的双胞
胎女儿，一个5斤8两，一个4斤8
两。

一次性成功，还冻存了8个胚
胎，这给曾玖芝医疗团队带来巨大
喜悦的同时，也让他们看到了女性
保存生育力的可能和意义。四川
省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重点实验
室的主要技术人员叶飞告诉记者，
目前国内在临床上还没有做过全
卵巢冷冻移植。而在国际上，根据
国外的零星报道，目前取得的成绩
也只是卵巢恢复一定功能，没有成
功妊娠。这一领域，也将成为团队
重点研究的方向。

婚后不孕 22岁冻卵
一次性成功生下双胞胎女儿惊喜/

据悉，2009年到2016年的7年
时间,成都鞋业年产值始终在500亿
元徘徊。2014年，成都女鞋原主要
出口国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鞋企纷
纷转向欧美和内销。而成都鞋业原
有产业配套跟不上鞋企的转型：产业
链结构不完善，原材料供应不足；资
讯跟不上沿海，开发基本上跟随广
州，原创设计甚少。近两年，随着桐
乡、丹阳等制鞋产区的崛起，全国女
鞋价格战打响；市场压力大，各地纷
纷通过抱团发展、智能化生产严控成
本；而成都由于固有的薪酬体系和原
材料供应不足，导致成本不断提高，
市场竞争力较差。成都鞋业市场可
谓“内忧外患”。

本届鞋材展的举办正是破局之
举。成都鞋企有怎样的期待？这场
展会将为成都鞋业带来何种变革？
在展会开幕前夕，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了成都鞋业人。

掌握一手资讯
提高开发效率

“我们希望通过市场运营方获得
更多的客户和市场资讯。”位于中国
女鞋之都园区的凤华鞋业总经理程
芝凤告诉记者，凤华鞋业长期专注于
弹力靴和特殊面料的女鞋研发、生产，
因此对意大利、巴黎、广州等地的时尚
资讯，以及国内的消费市场信息把脉
要求相当高。公司之所以选择将营
销总部设立于中国女鞋之都，就是希
望能获取更多的客户和市场资讯。

如何及时捕捉到潮流风尚，这对
成都鞋企来说是个难题。“成都鞋企
处于信息较为闭塞的内陆地区，成都
目前还没有一家专业的鞋服资讯平
台。”本届鞋材展主要承办方四川女
鞋之都商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彭军介绍，面对“善变”的女性
消费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潮流风尚，成

都鞋企显得有点无所适从，无奈单个
鞋企去捕捉市场讯息所耗费的成本
过高，找不准新品开发方向，导致中
单率低。

据悉，为解决成都鞋企的燃眉之
急，319鞋材展期间，组委会将与国
内最权威的鞋服资讯平台蝶讯网联
合举办“2017秋冬女鞋流行趋势发
布会”，通过“结构化趋势解析、趋势
应用与设计指导、原创样鞋走秀”指
导秋冬新品的开发。

对接沿海新鞋材
严格控制成本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无疑加速
了个性化定制的发展，成都大量的
鞋企往柔性生产转型。这类鞋企拥
有较强的开发能力和市场信息捕捉
能力，同时他们也遇到了发展瓶颈。

格林菲尔在转型中碰到的阻碍
是，成都本土的原材料供应跟不上
市场。

“本地鞋材无法匹配新开发的
产品，我们长期在川粤两省之间跑，

这样导致成本降不下来。”格林菲尔
公司总经理刘云军说，公司设计团
队常驻广州，格林菲尔的产品开发
水平与广州女鞋基本保持一致，但
由于本地鞋材无法匹配新开发的产
品。2017年，随着广东等地沿海鞋
材的引入，鞋都·精品鞋材城的开
业，公司的团队也将陆续回归成都，
秋冬新品的成本将大幅下降。

“成都鞋企面临的‘开发落后、
成本高’的困境将在今年内得到解
决。”彭军告诉记者，鞋都·精品鞋材
城将于6月16日开业，通过集聚沿
海与本土优秀鞋材厂商，引入沿海
的最新鞋材和资讯。同时，为推动
成都鞋业改造提升，一方面，平台方
将与蝶讯网等资讯平台、行业机构、
大型品牌鞋企深度合作，共同举办

“2017 首届鞋业领袖班、设计培训
班”，指导成都鞋企“严控成本”、提
升产品开发的精准性和原创力；另
一方面，中国女鞋之都·工厂联盟订
货中心在一年举办多届大型订货会
的基础上，将自主构建市场销售渠
道，全面协助营销能力较差的鞋企
开展营销活动，提高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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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四川

第一届中国（成都）国际皮革、鞋材展已全面布展，展会将于3月19日至3月21日在中
国女鞋之都·工厂联盟订货中心隆重举办。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组委会了
解到，200家来自广东、福建、四川等地的鞋材厂商悉数参展，几乎涵盖了所有国内最
具代表性、最权威的潮流鞋材。

第一届中国（成都）国际皮革、鞋材展3月19日开幕

成都鞋企:十年等候
迎来沿海优质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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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鞋业改造提升发展论坛
时间：3月19日上午10:00-12:30
鞋企的心声：由相关政府领导解答，行业专家解析。为鞋业供

应链改革建言献策，制定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发展规划和操作方案。

（二）蝶讯网2017秋冬女鞋流行趋势发布会
时间：3月19日14:00-17:30
组委会与蝶讯网等联合举办2017秋冬女鞋流行趋势发布会，

结合2017国际流行趋势，具象为国内流行元素，通过“服装+鞋”融
和一体的T台走秀，让观展鞋企直观感受潮流资讯，并启动系统性
鞋品研发培训，指导鞋企采用新材料进行秋冬季产品的开发。

（三）6000万现货鞋材特卖会
时间：2017年3月19日-3月21日 9:00-17:00
粤港鞋材优品联盟将提供6000万优质鞋材特卖回馈川渝鞋

企，组委会将会对现场成交的特卖鞋材给予现金补贴。

封面新闻网：www.thecover.cn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封面新闻微信：thecovercn 华西都市报微博：@华西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微信：ihxdsb 编辑 王明浩 版式 刘丹阳 校对高利平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
P

浏
览
最
潮
最
新
资
讯

C5 15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 3级

C9 14
小雨转阴

偏北风1- 3级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小雨

多云

晴

晴

阴转多云

阴转小雨

阴转多云

阴

阴转小雨

阴

阴

阴

阴转多云

阴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阴

阴

阴

阴

0-17℃

-1-9℃

10-27℃

13-29℃

8-14℃

9-16℃

10-16℃

9-15℃

8-12℃

10-14℃

10-15℃

10-15℃

10-14℃

11-17℃

11-15℃

11-14℃

10-14℃

10-13℃

10-15℃

10-15℃

多云

多云

晴

晴转多云

小雨

小雨转阴

阴转小雨

阴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阴

多云转阴

阴

阴转多云

阴

阴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小雨

阴

0-15℃

-1-9℃

12-27℃

12-28℃

7-11℃

9-16℃

10-17℃

10-14℃

9-16℃

11-18℃

11-17℃

11-17℃

11-16℃

12-18℃

12-18℃

12-17℃

12-14℃

10-14℃

11-14℃

11-16℃

吴冰清

5
今日限行

0

体彩

福彩

有一天，你突然发现，牙齿开
始脱落了，但这时候你并没有引起
重视。当牙齿越掉越多，看着满桌
的美食，嚼不动，吞不下，只能默默
咽口水。这时候才知道：拥有一口
好牙，是多么的重要！

关于种植牙，您知道多少？
过去牙齿缺了掉了，大多会选

假牙或烤瓷牙，而如今更多人选种
植牙。据了解，种植牙突破了传统
镶牙的方式，缺哪颗种哪颗，对健
康邻牙没有伤害。且美观、舒适、

咀嚼功能恢复好，使用寿命长，一
次种植还能质保终生。

那么，如何选择靠谱的种植牙
呢？据了解，种植体材料是种植手术
的质量保障，而医生技术是种植手术
成功的关键。因此，在做种植牙时，
应选择正规的口腔医疗机构，尽量
选择国际知名品牌的种植体，以免
给患者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危害。

进口种植牙半价包干
为让更多的缺牙者有机会享

受高品质种植牙，厂家联盟100万

种植牙援助已启动，缺牙市民可拔
打028-96111，申请进口种植牙半
价援助：包括进口种植体、基台、牙
冠在内的整颗牙齿！

拨028-96111预约，免费检查
口腔

96111健康热线提醒您：牙齿
缺失危害大，尽早修复保健康。缺
牙者请拨打028-96111，申请半价
种植牙援助。提前拨028-96111
预约，可免费拍片检查口腔，不花
钱了解自己的口腔问题在哪里。

日前，白癜风的发病率逐年上
升，春季，又是白癜风的高发季节，
极易复发。四川皮肤病名医工作
室主任、省皮肤病性病研究所副所
长林昭春教授说：很多患者都对白
癜风治疗缺乏正确认识与了解，滥
用激素、迷信偏方，导致病情恶化，

造成二次伤害。
针对“病友”看病难、挂号难，

不规范就医等问题，四川省白癜风
规范化诊疗临床基地将于3月18
日-21日在佳灵路6号，开展“疑难
白癜风义诊暨名医讲堂·白癜风科
普讲座”活动，届时将邀请北京解放

军306医院刘军连主任、四川皮肤
病名医工作室林昭春、王尚兰、杨仕
平等专家亲临现场为您答疑解惑。
同时，现场将开展义诊活动为广大
白斑病友提供免挂号费及白癜风五
项检查费的诊疗服务。即日起，可
拨打 028-96111，咨询预约。

同呼吸
成都（17时）
AQI指数 47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攀枝花、西昌、巴中、
遂宁、绵阳、宜宾、广安、达州、内
江、资阳、康定
良：广元、泸州、眉山、德阳、南
充、自贡、乐山
轻度污染：雅安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3-103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
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
保部门官方网站）

16日空气质量

1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3第 17068 期开奖结果：217 直选：11279
（590）注，每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0 注，每注奖金 346 元；组选 6：
11289（822）注，每注奖金173元。（250.6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068期开奖结果：21794 一等奖：24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66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037期：111133100333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037期：102031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037期：31003333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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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咋办？种植好牙享健康

白癜风名医义诊活动来了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2017068期开奖结果：
910，单选1181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
选6，2547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7030期开奖结果：
红色球号码：09、23、30、07、01、20，蓝色球号码：02。一等奖5注，单注奖
金9250716元。二等奖81注，单注奖金327987元。下期一等奖奖池
累计金额1037107695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
为准

一年前，22岁的沈莉莉
（化名）满怀期待地在四川省
妇幼保健院，接受了一项特
别的技术——冷冻卵子。

医生从她的体内取出了
31颗卵子，在体外培育2小
时后，挑选出可用的21颗成
熟卵子，迅速将其放进液氮罐
里保存。此时，白色冷气不停
地升腾而上，卵子的温度由人
体正常体温 37℃降到零下
196℃，由温暖的卵巢被封入
一个未知的冰冻世界。

3个月后，她成功解冻自
己的卵子并怀孕，经过37周
的孕育，今年2月27日，她顺
利诞下一对健康可爱的双胞
胎女儿。她也因此成为四川
省首例冻卵试管婴儿的妈
妈，填补了四川在该项辅助
生育技术上的空白。

与自然出生的婴儿
并无明显差别

通过冷冻卵子生出的孩
子，健康状况会受影响吗？
2016年美国相关文献提供了
一组数据：科研人员在临床研
究中，曾经分别对936个和200
个冻卵宝宝出生后的健康状况
进行了样本跟踪。结果显示，
冻卵宝宝出生缺陷发生率与正
常人群出生缺陷比例相似，分
别为1.3%和 2.5%。与自然出
生的宝宝相比，先天畸形率和
低体重儿率都没明显差异。

目前国内最大的冻卵儿，从
胚胎开始算年纪也只有13岁，
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冻卵儿仅30
岁，因此，冻卵儿童在中年乃至
老年之后的智力和行为发育的
数据还需要仅进一步跟踪完善。

学着明星冷冻卵子？
成功率不高不主张普通人做观点/

延伸阅读

工作人员进行卵母细胞
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俗称第
二代试管婴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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