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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34: CHIMERAS, HYBRIDS AND 'CYBRIDS' 

 

  嵌合体，杂种和“胞质杂种”              

                

                                  作者  卡尔嗯·麦凯勒  

                  By Calum Mackellar  

 
    

       现在生物技术可以结合不同物种的生物体。也可以使用某种物种的卵子，和另一物种的细

胞核构建克隆动物。甚至有可能通过异种配子的组合创造新的生物体。在不同物种的动物之间

这样做是允许的吗？如果是，我们可以将人类与动物结合吗？ 

 

       早在2007年，议会委员

会开会讨论可能的人类和动

物杂交的技术和伦理问题。

他们制定了拟议的条例，如

获通过，将禁止这类工作。

科学家和其它相关利益团体

有效的游说后，委员会决定

赞成创造并限制创造人与非

人的杂种，嵌合体和“胞质

杂种”。 

     混合物种的兴趣既不

新，也不再局限于神话或虚

构的领域。诚然，许多古老

的文化讲故事、建造雕像，

如狮身人面像和翼马的雕

像，但动物的自然杂交已经

存在了几百年。例如，骡子

由公驴和母马（母驴和公马

之间的杂交不太常见，这个

称为 hinney）。配子（精子

和卵子）融合和由此产生的

胚胎发育成健康动物。虽然

常不孕，有报道骡子偶尔能

生下骡子。[2]  

       但近年来，研究提出了

一系列新的可能性。在1984

年，科学家创建了世界上第

一个由绵羊胚和山羊胚胎融

合得来的嵌合体。由此产生 

 

的“GEEP”包含山羊细胞

和绵羊细胞。这样组合的外

部特征很明显，因为从绵羊

胚胎长出的皮毛是毛茸茸

的，而源自山羊细胞的皮毛 

是 有 空 毛 发 。 [3]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

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种间组

合的潜能变得更清楚。在这

些试验中，鹌鹑胚胎的小部

分大脑移植到正在发育的鸡

脑。当它们孵出，由此产生

的鸡具有鹌鹑的声乐颤音和

头锤，表明移植部位的脑不

仅整入大脑，并且这样的整

合组织可能会允许物种之间

复 杂 行 为 的 交 换 。 [ 4] 

       许多科学家的下一步目

标是开始人类和非人类细胞

的结合。近期目标不是产生

完全的半人类的生命，而是

要创建可能被用于研究和治

疗的干细胞源。请求执行这

项工作设想的初始权限是通

过混合人类和非人类细胞的

胚胎不允许超出14天的发育

阶 段 。 

 

                                                                            

政治局面 

 

       自1990年立法以来，技

术的发展推动人类细胞和非

人类细胞结合的发展。对这

类可能的杂交的忧虑可以从

2001年英国国家动物程序委

员的报告看出，报告建议

“不允许生产胚胎聚合嵌合

体，尤其不能开发人类和其

他动物之间跨物种的嵌合

体，也不允许涉及非常不同

种的动物之间的杂交”。[5]  

       这种对涉及人类细胞和

胚胎的不情愿，在欧洲的文

件如欧洲委员会的欧洲人权

和生物医学公约可以看出，

其中第13条规定“禁止修饰

可世代遗传的人类基因

组”。实际上，这将禁止在

非常早期的胚胎阶段应用任

何基因技术。尽管英国政府

至今没有签署这个公约，欧

洲政策制定者显然担心这项

技术。 

 

       在2006年1月美国国情

咨文中，美国总统乔

治·W·布什表示了他打算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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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人类与动物杂交的一个小

而意义重大的宣布：“我们

这个充满希望的社会，社会

科学和医学机构应该坚守道

德伦理，承认每个生命的无

可比拟的价值。今晚，我要

求立法通过禁止这种医学研

究的最严重的滥用：所有形

式的克隆人、创造或植入胚

胎实验、创造人类与动物的

杂交体、购买、销售、或申

请人类胚胎的专利。人的生

命是我们造物主的礼物 - 这

个礼物应该永远不能被丢

弃，贬值或销售。”[6] 

       这个文件将审查目前生

物技术的技术可能和对将来

的设想。通过借鉴基督教的

原则，咨询任何形式的物种

混合在道德上是否合理，尤

其是涉及人类时。 

 
                                                         

迄今已做的 
 

        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两

个物种混合（见方框）有多

种方式。每个过程都产生了

不同的结果，并提出了不同

的问题。 

 
                                                 

细菌中的人类基因 

 

       有很多由人类基因组嵌

合细菌基因组的例子。这些

转基因细菌有巨大的医疗和

商业潜力。例如，现在生产

的大多数的胰岛素是来自插

入人胰岛素基因的大肠杆

菌。因此，这些细菌产生个

别的人类蛋白质，但没有任

何明显的人类特征。 

 
                                                 

小鼠中的人类基因 

       现在有成千上万种小鼠

品种，它们基因组中相当大

的部分书来自人类基因组片

段。其中许多是作为人类疾

病实验动物模型，用于癌症

和药物研究。尽管用于各种

具体疾病模型的小鼠都具有

明显的人类特征，但它们仍

然是老鼠。 

 

有水母基因的安迪- 

灵长类动物 
 

       在前面两个例子中，人

类 DNA 的一小部分被整合

进另一物种的基因组中。而

对于安迪，该过程是在安迪

基因组中插入很多外来基

因。这些来自水母的基因虽

然存在于安迪的细胞中，却

没有特别的功能。然而，安

迪的存在表明了在灵长类动

物细胞中引入新基因的可能

性。因此，它可能会给人类

增加新的基因。如果基因仅

仅是为修复肝脏等器官的功

能，那么大多数人可能会接

受其作为合法的医疗干预。

但如果这个基因是插入大脑

并改变了人们思维的能力或

者先天性行为，又会是怎样

一种情况？ 

 
                                                           

牛卵克隆人 

 

       1999年美国公司的先进

细胞技术公司宣布，他们已

经开发出联合成人生殖细胞

与牛卵团生产原始人类胚胎

干细胞的方法。[7]卵细胞是

最初去除了细胞核的。该公

司希望这种方法能使他们为

移植医学研究无限供应干细

胞。 

       研究人员希望这项技术

将解除当前胚胎干细胞移植

疗法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屏障，即创造克隆胚胎需要

新鲜的人类卵子，而这个的

供应非常有限。科学家们渴

望获得这些胚胎，以获得用

于生物医学研究的干细胞。 

 
                                                     

兔人的杂交胚胎 

 
     在2003年8月，中国上

海第二医科大学的许臻晟宣

布已经建立兔人“杂种

胚”。研究人员成将人类生

殖细胞与去除染色体的兔卵

子融合，四天之内能发育成

约100个细胞的兔人类混合

胚胎。此外，科学家们声称

来自这些胚胎干细胞与传统

的人胚胎干细胞相似。 

 
                                                 

人猿历史的尝试 
 

       有保存完好的记录报告

证实，少数科学家在20世纪

20年代中期认真尝试过构建

半人半黑猩猩。其中苏联的

顶尖科学家伊利亚·伊万诺夫

教授，为创造人类黑猩猩混

合体（humanzee）试图用

非洲人精子使雌性黑猩猩受

孕。这些实验是不成功的，

但在当时很多同事认为这是

可能的。[8] 

 
                                         

遗传障碍 - 有利的 

概念？ 

 

       可以说，任何形式的混

合都违反了自然界限- 它打

破了物种屏障。然而，为了

追求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

物种界限概念的好处和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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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虽然种间交配是罕见

的，这种“屏障”事实上是

很难界定的。 

       首先，如果每个物种都

有确定的基因，然后混合物

种是指混合了两种截然不同

基因组的物种。但对于人类

基因组，情况并不是那么清

楚。首先，人类大约一半的

基因用于产生维持细胞生存

和生长的蛋白质。这些基因

在许多不同的生物体中也被

发现，并且不同物种中的变

化非常小甚至与人类的版本

完全一致。这就是为什么人

们说“人类是50％的香

蕉”。因此，很难形容这些

所谓的“管家”基因专属于

任何物种。 

       其次，人类基因组包含

很多功能不明的基因，而在

其他动物中有特定的功能。

例如，人类基因组包含鼠尾

的全部基因序列，而只是失

去了将鼠尾基因打开的开关

序列。 [11]有些人因此认

为，往人类细胞中加入小鼠

基因不会有任何改变，虽然

存在引入新结构或功能的意

图。此外，逆转录病毒一直

携带遗传物质跨物种改变染

色体组成。任何生物体的仔

细分析显示，这些病毒已经

是世代物种的常客。 

       更耐人寻味的是，人类

是各种生物体的群落的看

法。我们每个人都携带大约

有100万亿微生物，它们主

要生活在我们的皮肤和肠

道。一篇论文估计，人类携

带超过500种不同的微生

物，加在一起这意味着，我

们携带了100倍于人类自身

遗传物质的基因。[12] 

       另一种反对物种间混合

的观点是，这违背基因的独

特性。但是，这也并不像想

象的那样清晰。因为同一物

种的杂交在自然界是比较常

见的。有一些胚胎融合发生

在它他们都在子宫生长的时

候（见方框），其他“微嵌

合”发生在怀孕和分娩期间

从胎儿和胎盘上脱落的细

胞，随后它们进入母亲的血

流。这些细胞的集落可能会

持续数十年，有时这些细胞

能回到未来怀孕的胎盘中，

成为随后的兄弟姐妹的组成

的一部分。一些估计称，高

达50％的已怀孕的妇女是嵌

合体。[13] 

 

从“自然”而来 

的争论 
 

       从所有这些点中看出，

仅仅从遗传基础上很难反对

杂交或者嵌合体。问题不仅

是每个人基因组的实际组

成，而是这种组成是如何发

生的。简单的问题是，能在

自然界发生的事情，我们就

有在实验室里做同样事情的

权限，并进一步扩展它吗？ 

       我们要小心落入这样假

设的陷阱- 如果事情发生在

“自然界”，那么它一定是

好的。自然界发生大量似乎

不可取的活动，从疾病到地

震的例子都可以看出。同

样，医学是旨在消除自然的

破坏性活动中的一门学科- 

大自然真的给我们了方式，

那么医学应该局限于帮助身

体受到损伤的人。 

                                                

破坏人的尊严 
 

       有人担心，生产使人类

和动物之间界限变得模糊的

生物，可能威胁到破坏人的

尊严，而这是留给人类的特

别的尊严。[14]此外，其他

评论家认为，我们应该禁止

任何人试图创造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表现出人类能力的动

物，以防止未来的伦理困 

境 。 [15] 

 
                                             

圣经中对人性的 

观点 

 

        解决创造人类与动物的

混合物所产生的伦理问题的

方法之一是看产生的生物缺

失了基督徒普遍持有的人类

重要特征的哪些方面。 

 
                                                        

上帝的形象 

 

        所有基督徒都同意，上

帝以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

人类。[16]这些术语的确切

含义却存在较多争议，但大

多数的基督徒同意它至少意

味着人类在某种意义上是特

殊的，并有别于其他受造

物。 

       所有造物当中，唯有人

类能与上帝直接交谈，并与

神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上帝

也希望人类能够回应他并产

生关系。几乎所有的文化都

鼓励一些对神的认同和崇

拜，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分，

并期望个人及其社会成员互

相尊重对方，对这些基督徒

并不觉得惊讶。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导

致基督徒认为人类不仅仅是

聪明的猿类。这并不是因为

他们可能有物理上看得到的

优越特征，而是因为上帝以

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

人类，并通过耶稣基督使人

得以完全并有尊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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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在创世纪的开篇，[18]

随后，[19]反复引用不同

“种”的造物。基督教内部

关于这个词的含义有争论，

但有一种可能性是神打算动

物存在世界中并在种内适

应，但没有打算种间杂交。 

        因此，尝试在种内混合

动物是可以接受的，如产生

不同品种的狗，但不能在不

同物种之间杂交。这里的问

题是需要制定一系列生物特

征，将物种划分成不同的

“种”。[20] 

        因此，在“圣经”的角

度来看，物种的完整性最终

由上帝确定，而不是根据其

物理特征。因此，人类和非

人类基因的融合可能会与人

类生命的圣洁和人性背道而

驰。[21] 

 
                                                              

历史性 

 
      整本圣经，不断强调

历史根源和家谱的重要性。

旧约中，尤其是在社会历史

故事的许多方面，故事往往

以非常个人化的形式记录。

新约通过强调基督家谱来支

持历史根源和家谱的意义

[22]。 

       许多种生命开始的生物

技术干预，破坏那些祖先、

亲子关系和个人的身份感，

而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

果有人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

到这个世界上-他的受精卵由

捐赠的男性精子与牛卵子融

合而来，这样出生的孩子

（最有可能）看起来或者行

为可能像其他一种人，但这

个人的亲子关系可能是最有

争议的。在基因水平通过改

变人精子和卵子的融合改变

即将出生的人，与通过其他

方式出生的人是有很大不同 

的 。 

                                                                 

关系 
      

        同样，对于关系的看法

尤其是家庭关系，是圣经思

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

任何在家庭单位之外创造人

类生命的技术，都无法给这

个新出生的生命提供最好的

开始。这也创造了一些社区

的孩子不能生活在理想的家

庭，而这反过来又给社会创

造了不稳定因素。神的设计

是，孩子应该是婚姻的果实 

- 是共有的、终身的、有责

任的一男和一女之间的关系

的结晶[23]。 

 
                                                          

“杰作恢复” 

 
     约翰·怀亚特[24]采用了

用“有缺陷的杰作”来比喻

照着神形象所造的人。我们

有个基督的责任就是来纠正

杰作中的缺陷，将其尽可能

还原为上帝的意图，但我们

没有跨越边界和创造新生物

的任务。虽然一些跨物种操

作，就像将人类基因插入到

细菌生产人类胰岛素，显然

是针对治疗缺失的功能和

“恢复杰作”，其他操作如

创建“胞质杂种”涉及跨越

道德边界来创造新生物。 

                                                           

滥用人类胚胎 
 

       撇开混合品种的具体问

题，很多基督徒对许多涉及

使用或创造半人类的胚胎研

究感到困扰。2007年，很多

人都在庆祝英国废除奴隶制

200周年。有趣的是，维护

奴隶制的基本论点是，它对

维持国家的经济很重要。同

样地，用来维护发展人类与

动物胚胎组合的许多论点都

是基于经济利益。甚至有承

认说，如果成为对这个领域

的研究完全赞成的少数几个

国家，我们将占领全球市

场。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

使用大量的人类胚胎用于商

业利益与奴隶制一样骇人听

闻。即使宣称治疗疾病是好

的，不能为了这个结果而不

择手段。[25] 

 
                                                                   

结论 

 

      “科学”这个词来自拉

丁 Scientia，知识和科学正

是关注“根据观察、实验和

测量，系统研究材料和物理

宇宙的性质和行为”。然

而，对于是否要创造人-非人

的胚胎组合，这样的问题需

要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需要

智慧。智慧是由判断调和的

知识。科学不能只追求知识

的获取而不择手段；它必须

在道德的界限内运作。 

       基督徒是亲科学的，他

们在伦理的范围内进行科学

研究。如果世界科学界决定

不追求这个特定的研究方

向，那么人们肯定会开拓途

径来寻找新的治疗和护理的

替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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