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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八对夫妻中，就有一对无法生育，这种情况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现在有许多科
技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将对此展开有关的伦理学讨论。

如果女性未采取避孕措
施，经过一两年的时间仍无
法怀孕的话，这对夫妇通常
都会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一
般而言，约有 1/3 的问题出
在男方，1/3 出在女方，还
有 1/3 的原因尚未查明。
收养也是一种选择，然
而事实上，并没有多少儿童
可供人收养。因此，越来越
多的人转向求助于医学治
疗，以便生育自己的孩子。
最早的试管婴儿路易
丝·布朗于 1978 年诞生于
英格兰，现在她已经是一位
健康的妇女了。在她之后，
已有数千位的类似儿童出生
了。
生育常识
正常情况下，女性在上
一次月经开始后约 14 天，
会从卵巢中排出一颗卵子。
卵子会进入输卵管，如果此
时发生了性交行为，它就会
在那里与数百万个精子中的
一个结合。几天后，受精卵
会逐渐长成细胞团。
在这一期间，任何细胞
似乎都可以成为胚胞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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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胚胞甚至可以发生分
裂，从而产生双胞胎。
这段时间里，胚胞始终
处于漂游状态，最终通过输
卵管进入母体的子宫内。大
约十天后，已受精的胚胞会
镶入子宫壁里。之后，胚胞
中回释放出一种人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HCG）它会抑制

下一次月经的出现。并向母
亲发出已怀孕的通知。测试
HCG 是检查是否怀孕的重要
方法。
受精的胚胎会出现暗色
的条纹。从这时起，就不会
再发生分裂，也不会在出现
孪生的情况了。

人工方法

有时这种方法也用于那
些排斥异性性爱，但又希望
生育的女性身上。
人工授精
GIFT

男性精子数量较低时，
可采用人工授精（AIT）
过程为采集精液，并在女性
排卵时将精子放置在子宫颈
中。这项技术已使用了 50
年了，不过与其他方法相
比，成功率較低。
如果一个男性无法产生
任何精子，或者是具有某种
不愿带给孩子的遗传疾病。
那么也可以采取使用捐献的
精子进行人工授精（DI）的
方法。

将卵子和精子采集起
来，放置在一个纤细的管子
里，并用空气气泡将两者隔
离。
管子被放置在女性的输
卵管里，并被释放出来，从
而使卵子自然受精。
ZIFT
将卵子和精子结合后再
放入管中。也就是说，让受
精的情况发生在体外，然后
再将授精卵置入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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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F
“放在瓶中”的拉丁读
音。它表明受精过程是在实
验容器中发生的，而不是发
生于人或动物的体内。
将采集的精子和卵子在
培养器中结合。并在其中对
受精卵进行一段时间的培
育，形成八个左右的完全相
同的囊胚。再将健康的囊胚
置入女性的子宫中。
置入的囊胚越多，怀孕
的机会就越大。不过，如果
置入了 4 个甚至更多的囊
胚，就存在四胞胎或五胞胎
的风险。所以，英国规定，
过多置入的囊胚将被收回，
置入数量最多不超过 3 个。
如果希望整个程序的运
作能更有把握。那么，测试
女性的月经周期和荷尔蒙水
平是非常重要的，在最好的
医疗中心里，通过 IVF 治疗
的妇女中，约有 25%实现了
怀孕。

ICSI
将单一的精子注入卵
子，然后将其送入子宫里，
这种方法适用于那些精子数
量较少的男性。

PID
有些夫妇的家族中存在
着染色异常或遗传紊乱的现
象。某几种遗传疾病，有可
能寻找出变异基因，方法是
从囊胚中取出一两个细胞加
以观察。例如通过 PID，医
生可以选择未受遗传疾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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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胚胎，将其置入母体，
而其余的则弃之不用。
这是一项全新的发展中
的技术，只有最权威的医疗
中心在使用。

卵子捐献
只有在捐献人与接受者
双方的月经周期十分协调的
情况下，卵子捐献才可能产
生很好的效果。
捐献卵子，以及为进行
IVF 而采集卵子时，要给捐
献者使用特效药物，使其排
卵数量达到平时的数倍。不
过这种做法存在着严重的副
作用。
IVF 中使用的卵子是通
过注射针或细管子（腹腔
镜）收集的。

代孕母亲
如果一个女性没有子宫
或者无法维持孕期，可以利
用 IVF 技术，将受精卵收
回，并置入理想的子宫里，
代孕母亲用自己的身体提供
足够的孕期，受“委托”暂
时“掌管”那个孩子，直到
他（她）出生。

法律
所有与体外受精有关的
技术，均受 1990 年生育及
胚胎法令的调整。从事这类
医疗服务的机构必须经过审
查，获得批准，并且还要保
证工作中的良好记录以及一
定的成功率。
任何已获得批准的医疗
机构，一旦达不到要求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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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包括技术方面和伦理方
面，都将被吊销许可。

伦理问题
●所有的人工授精方式都不
存在性交行为。反之，男女
之间采用了避孕措施的性行
为又无法怀孕，现实与自然
颠倒了。
●所些人担心，通过手淫或
其他人工方法获得精子，与
人们的婚姻相冲突。
●使用捐献的精子或卵子授
精，或者采用代孕的方法，
会产生三重（或四、五重）
的家庭亲缘关系。孩子不再
是父母双方之间的婚姻象征
产物。
●难道如此受人们关心和重
视的受精卵可以被遗弃或用
于研究工作吗？我们一定要
与别人分享受精卵吗？
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
数此类技术的研究发展都需
要使用大量的受精卵。
●精子、卵子的捐献者、代
孕母亲以及上述情况中所有
的孩子都涉及到大量的资金
和感情投入。
●是否要让那些使用人工技
术出生的孩子了解真相？还
是要保守这个秘密？当这些
孩子长大后，他们会不会去
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代孕母亲是否可以因为自
身感情的原因，在代孕期间
终止对别人孩子的代孕？
●这些技术十分昂贵，如果
只有部分有经济能力的人可
以通过这些技术生育，那么
其他人怎么办？医疗部门该
为他们支付费用吗？哪些人
可以优先享有这个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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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遗传疾病而使用人工
技术，会不会导致“人工婴
儿”世界的出现，能否从此解
决遗传疾病的问题，甚至形成
新的优生学？

基督教的观点
《圣经》中表明上帝对不生
育的现象及后果很担心，亚伯
拉罕与妻子撒拉一直等到他们
自认为已经不可能生育的时
候，才生下了儿子以撒①，而
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痛苦祷告
也说明了不生育所带来的压力
②。
《圣经》中有不少人都有异
于常人的父母，以及与众不同
的出生经历，摩西是被王室成
员收留抚养的③，撒母耳长期
生长在祭司家中，而施洗约翰
出生时，父母已经很老了④，
耶稣则说，我们对他的态度应
远胜于对待自己亲属的态度。
虽然对《圣经》中的很多
结论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然
而，仍有一些基本原则性的观
点是大家都同意的。

真诚与正真
给准父母以及精子、卵子
捐献者以诚实的意见是一个基
本要求。在做出决定之前，准
父母必须了解他们在感情和资
金方面所要付出的代价。
孩子的出生资料必须真
实，父母则要从内心接受这个
与别人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无论是否要保密，捐献者
都应得到报酬，作为父母的权
利和义务一定要保持对等。

个人价值
有些人相信在卵子受精
的一瞬间，一个人就开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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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分 析
保罗和珍妮是一对刚结婚的年轻夫妇，两人都是基督
徒，保罗的父亲患有亨廷顿症，并且变得日益疯狂。经过
检查，在保罗体内也发现了该病的遗传基因。因此，他也
有可能在某个阶段发病，也许在 20 年左右。因此他们决
定，如果想要孩子，那么就要趁早，他们也知道，保罗的
孩子大约有 50%的机率会遗传这种疾病。
保罗的观点：
他确信，如果冒着将疾病遗传给孩子的风险去生育，
那一定是错误的。他的父亲曾有过 40 年的美好生活，然
而现在却非常的痛苦。保罗知道有一种疗法或许有效，然
而费用却高的惊人。而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自己对整个社
会的责任。
对于珍妮来说，做出不要孩子的决定非常痛苦，她已
经做好了 万一他发病就照顾他的心理准备。如果再不许她
有个孩子的话，对她的打击就太大了，即使她现在同意将
来，将来也一定后悔的。
接受捐献的精子一定是错误的吗？在教堂里，人们将
它与通奸一同谈论。然而，通奸是对妻子的不忠，可是他
在努力地照顾着珍妮。如果接受捐献者的精子，会令他感
到很自卑，尽管珍妮或许有这种愿望。他很担心，孩子该
如何应对自己奇怪的血源。也许他会把真相告诉孩子，并
对其他人坦言，可这么做对孩子公平吗？
如果因为遗传基因的原因而被收养机构所拒绝，那
就太让人沮丧了。
珍妮的观点：
对于有一个孩子的重要性，她很困惑，如果是决定
不要孩子，那很简单。然而，她知道保罗一定会为此而对
她有负疚感，并且保罗还担心，万一自己发病就会成为珍
妮的负担，每次探望父亲时，他们俩都会有这种感觉。可
是她又如何面对自己到了 43 岁时仍无子女的局面呢？
也许他们该祈祷，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希望保罗
的身体立刻正常起来。她记得当一个朋友告诉她，自己从
不让孩子们打防疫针而是祷告上帝照看他们时，她曾表示
激烈的反对。她还记得，就在众人为他们祷告后不久，保
罗的检测结果就出来了，当时他们是多么的苦恼。
遗传学专家告诉她，在婴儿未出世之前，就可以测
出基因情况，然而她决不会因此去做流产，因为她认为，
仅仅因为胎儿具有某种遗传基因就剥夺其生命是错误的，
遗传学专家建议她使用 PID 技术，然而对于丢弃部分受精
卵的作法，她同样也很困惑，这和流产有什么区别呢？也
许他们应该考虑这个建议，然而这项全新技术的安全性有
多高呢？
试想一下，这个案例会如何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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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同时也了拥有作为人
的所有权利。部分持此观点
的人，否认人工生殖的受精
卵也具有这种权利。
另一些人认为尽管这类
技术有一定的效果，其目的
也是解决人类疾病所产生的
结果，然而他们不会使用这
类技术，除非不存在部分受
精卵会被遗弃的情况。
还有些人则认为，人工
制造的受精卵并不具备人的
身份，因此可以用来进行科
研或被遗弃。沃偌克委员会
于 1984 年提出了这一观
点。⑥他们认为卵子受精后
的 14 天内可以被用来进行
科学实验。
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指
出，当人们采取避孕措施，
包括“迷你药丸”等方法
时，实际上就是遗弃了受精
卵。他们认为，《旧约》和
《新约》都表明，上帝最关
心的是我们相互之间以及与
他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人的
本质就在于建立各类关系的
话，那么，胎儿还不具有这
种本质，当把受精卵置入母
体时，他只是和他的母体产
生了关系。

家庭的价值
对于家庭的价值，基督
徒同样看法不一。很多人认
为在实验中“制造“儿童完
全比不上自然的孕育，在后
者，准父母的行为似乎更符
合上帝对于家庭的观点。有
些人还指出手淫是一种错误
的性技巧。
其他人则认为人工的技
术是可以接受的，前提是必
须使用父母双方自身的精子
和卵子。而使用捐献的精子
和卵子在一定程度上就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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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通奸。可是，有很多基督
徒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
这更象是一种新基因的引
进，而不是通奸。不过绝大
多数基督徒都担心，无论是
使用捐献的精子还是卵子，
都必然会给孩子带来潜在的
困惑以及“家族混乱“，因
此，一般而言，他们并不建
议使用这些技术。

对孩子的影响
所有的基督徒都认为孩
子的幸福是最重要的问题。
1990 年的下院法令中就包括
了这一条款。然而当一对夫
妇极度渴望拥有一个孩子
时，往往会忽视孩子的幸
福。到那时，无论养父母多
有才干，家庭多么牢固，也
很难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了。
如果我们相信，根据自
然的法则，一个孩子的出生
需要两个异性的父母，那么
同性间使用人工技术获得孩
子的现象就是不正常的。对
怀孕的渴望应该是小范围人
群的想法，而不应该像现实
生活中，被那么人轻易地想
到。
代孕母亲的现象也常受
到人们的抨击，因为孩子在
她们的子宫中成长，这就必
然使两者产生牢固的联系。
出于天性，她们很自然的精
心照顾腹中的胎儿。而无生
育能力的夫妇对孩子的渴望
又非常强烈，往往带来许多
意想不到的结局，这一点非
常重要。
基督徒把孩子视为上帝
的礼物，任何人都无权强求
这份礼物，或者为了获得一
个孩子而无视、践踏其他孩
子的生命。无子女的人处于
弱势地位，当他们被要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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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运用高科技手段达到目的
时，他们需要的是帮助、保
护和人们的理智对待。

结论
这些最新的技术给人们
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然而
要记住“可能发生的事并不
一定总是对的。”有些基督
徒认为这些技术中没有一项
是可以接受的，其余的则认
为只要符合基督徒的基本准
则，就可以本着认真负责的
态度使用这些技术。无论如
何，本文研究的那个案例就
表明了做出决定是多么的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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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白瑞在为夫妇们提供有关遗传学建议方面经验十
分丰富，她在伦敦东区南泰晤士遗传中心工作，是著名的
临床主任，该中心的前身为盖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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