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淄博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团队：

愿成为高龄患者最后的希望之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樊伟宏

一样的医院和科室一样

的他，淡然了许多

距离上次见到淄博市生殖医
学中心主任崔艳国，已经过去了
整整6年。6年前，淄博试管婴儿多
年的技术空白终于被填补，采访
时，他笑的像孩子。而今，一样的
医院、一样的科室、一样的崔艳
国，再提往事，却显得淡然了很
多。

为了不影响患者就诊，我们
的对话选在了一个崔艳国休诊的
时间，尽管如此，在科室外等候的
病人依然排了两圈，其中既有20
多岁的新婚夫妇，也有不少中年
夫妻。崔艳国一阵小跑来到办公
室，不好意思地冲记者打了招呼。

“刚忙完，病人一直很多。”擦了擦
额头上的汗珠，他脸上不知是因
为天气炎热还是忙碌而涨红的肤
色，依旧没有散去。

虽然正值休息时间，但崔艳
国想了想，还是先把一面请勿打
扰的牌子挂到了门上，“患者来看
病不能分时候，拒绝不了，这样能
安静聊。”他笑了笑。

办公桌上，一面淄博金牌工
匠的奖杯被他放到了格外显眼的
位置，这是他2018年被淄博市委
组织部、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联合授予的，自那年
开始，他获得了很多荣誉，山东省
富民兴鲁劳动奖章、振兴淄博劳
动奖章、市级崔艳国创新工作室、
淄博市医疗卫生“首席专家”、山
东省“劳模(高技能人才)创新工
作室”……但这些多被他收藏了
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外国
文献和专业书籍，这样的工作环
境，让他感觉更舒适。

瞄准空白

一开始就碰了壁

20年前，崔艳国作为淄博市
卫生领域的首批引进人才来到淄
博市妇幼保健院。尽管在1988年
中国已经有了首例试管婴儿，但
在当时，淄博在生殖医学领域还
是一片空白。

“试管婴儿技术涉及法律、伦
理、道德三个层面，其实直到19世
纪末，这项技术在我国都没有大
面积铺开，很敏感，没市场，没规
范，观望的比较多。”崔艳国介绍
说，“不过，那时大家都考虑到这
会是将来的一个方向，因为它能
解决在不孕不育上的很多问题，
这也是我一直致力于这一领域研
究的原因。”

2001到2002年，崔艳国去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妇产儿童医院学习体外受精
技术，学成归来时，就接手了生殖
医学中心的工作。“那时科室里只
有两个人。”崔艳国回忆说。“不过
万事开头难，当时还是挺乐观，感
觉终于能看到点希望了。”

然而，2004年，国家发了一
系列红头文件，开始规范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市场，突如其来
的政策调整，打了生殖医学中
心一个措手不及。“对我们地级
市来讲，意味着想搞试管婴儿，
门槛更高了，首先一个要求就
是要有博士带头，国家才放心
把这项技术放到这。”于是，考
虑再三后，2005年，崔艳国坐上
了南下的火车，来到南方医科
大学再次进修。

时光如白驹过隙，崔艳国再
回医院时，已是2008年。这三年，
他一边攻读博士，另一边对医院
也“没闲着”，他抽时间指导生殖
医学中心的临床业务同步推进，
对年轻团队进行业务培养，在两
头兼顾的生活节奏下，淄博市生
殖医学中心终于在2006年9月，通
过了山东省卫生厅验收并审批为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中的夫精人工
受精技术试运行单位，淄博地区
生殖医学领域空白的窘况也因此
缓解。

崛起元年

多项技术实现“首创”

2014-2015年，是生殖医学
中心的“崛起元年”。

从2014年4月体外受精-胚
胎移植技术(即试管婴儿技术)
正式获批，到次年3月18日淄博
第一例龙凤胎试管婴儿顺利诞
生，两年间，这里创造了淄博市
生殖领域的多项“第一”，如第
一例冻融胚胎试管婴儿成功妊
娠；第一例卵细胞浆内单精子
注射试管婴儿成功妊娠；第一
例囊胚移植试管婴儿成功妊
娠。

“可能是之前做了大量工作
吧，资质通过时，科室的技术力量
已经比较强势了。“崔艳国说，“像
德国、以色列的专家来科室交流，
听到我们的成功率能接近50%，
都不敢相信，后来我们也派年轻
医生去发达国家学习找差距，结
果反馈的信息告诉我，咱们的水
平不比那边差。”

据统计，自2014年开始，淄
博做试管婴儿的患者呈现翻倍
式增长，每年接诊患者达到了3
万多人次。“理论上来讲，有80%
以上的女性，在结婚的第一、二
年中如果有怀孕计划，基本上
都能怀孕，但对于淄博的育龄
夫妇，大概有15%左右存在着生
育障碍，这可能是受疾病、心理
压力、生活习惯、环境及工作压
力等各种因素影响。试管婴儿
技术的开展，无疑给他们带来
了解决生育问题的希望。”崔艳

国表示。

二孩政策落地

再迎“高龄”挑战

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于2016年1
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一政策的落
地，给刚刚崛起的生殖医学中心
带来了新的挑战。

按照治疗流程，试管婴儿助
孕一般要经过确定合法证件的审
核、治疗方案选取、药物降调节应
用、促排卵过程中监测卵泡和药
物剂量的调节、夜针HCG注射、
取卵、体外受精及胚胎培养、胚胎
移植、黄体支持及确定是否妊娠
等若干个步骤，走完一个周期，大
约需要二十多天。虽然从科学角
度讲，试管婴儿技术已经十分成
熟，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次治疗都
会百分百成功，一般来说，30岁以
下的女性，成功率在40%以上甚
至超过50%；30至34岁，成功率在
40%左右；35至40岁，成功率为30
-40%；40岁以上，成功率甚至降
至不足10%的妊娠率。

“从2016年开始，我们发现
面对的群体不一样了，更多40
岁以上，甚至年龄更大的市民，
有了要二胎的诉求。放在以前，
这是不可理解的。”崔艳国说，

“过去我们做试管婴儿，对于40
岁以上的患者，我们都不建议
他做，但是二孩政策放开了，我
们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如何
想办法提升技术，让患者享受
到实惠，这是很重要的。”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要做
试管婴儿，同样也要根据指征和
适应症来界定。“不孕不育的治疗
方法因人而异，有多种方法，而针
对个别特殊病因所致不孕不育来
讲，试管婴儿一般是治疗的最后
选择。”崔艳国介绍说。“因为患有
器质性疾病，比如腺肌病，或是输
卵管积水、不通或伞端粘连导致
运输配子或胚胎的功能出现障
碍，或是因为患有子宫内膜异位
症、排卵障碍、受精障碍或不明原
因不孕等因素，符合国家规定的

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适应症的
情况时，我们才会对患者考虑使
用辅助生殖技术。现在很多人，包
括同行，都对我们有误解，认为我
们总是做试管。但事实上，我们更
希望患者自然受孕。”

实地探访

全过程不容半点马虎

为了对淄博生殖医学中心有
更直观的认识，记者对生殖医学
中心关键部分进行了探访了解。

在辅助生殖区的取卵室门
口，医护人员先是穿好防护衣物，
在经过彻底消毒灭菌后才能进
入。“辅助生殖技术对环境要求非
常高，温度、湿度、光线，都有严格
要求，就连空气也需要专门过滤
净化。”生殖医学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说。进入后，医护人员又接受了
短暂的“风淋”，以吹走身上的灰
尘、毛发。

清洁完成后，就来到了生
殖医学中心内部。B超室、取卵
室和取精室在这里有序分布。
据工作人员介绍，取卵手术是
实施的第一步，一般是医生在B
超设备指引下，用一根直径3毫
米左右的取卵针刺入卵巢，用
负压把含有卵子的卵泡液吸到
一个试管中。女性患者要经过
连续十多天的药物注射促排卵
(促排卵方案的设定一般促起5
-15个卵泡，其中促起卵泡个数
8-12个时结局为最佳)，以增加
卵子的数量，从而提高成功取
卵的机率。而取精过程则相对
简单许多，一般是男方自行取
得，只有患有阻塞性无精症以
及其他特殊原因而无法得到精
子的患者，则需要经过穿刺甚
至手术来取精。当卵子和精子
都成功取出后，就一起被送进
精液处理室和胚胎培养室进行
处理和培养。

经过取卵室墙面的一个小
窗口，与之联通的是生殖医学
中心的核心——— 实验室，工作
人员介绍，取卵后，医生会将试
管通过窗子传递给实验室的同
事，由于实验室是百级洁净的

层流实验室，所以两边人员不
允许交叉，任何一些小的污染，
都可能会对实验产生影响。“实
验室是人类体外胚胎的培养和
诞生地，是整个过程的关键，在
实验室内，被取出的精子和卵
子经筛选后，会在规定时间内
进行体外受精。随后，受精卵会
被放入模拟母体子宫环境的培
养体系内形成胚胎。一般体外
培养的第三天，医生将会进行
胚胎评估，决定哪些胚胎可以通
过胚胎移植，送回母体子宫中。如
果筛选出多个优质胚胎，经患者
同意，移植后剩下的优质胚胎可
以用液氮冷冻保存起来作为备
用，以减轻并缓解经济压力和增
加累计妊娠成功率。”工作人员
说，“这里的任何物品都是受严格
管控的，尤其是胚胎，所以我们的
实验室人员在对卵子、精子和胚
胎的操作时都是两名人员，进行
双人核对；在胚胎保存方面要
求双锁管理，人手一把钥匙，无
法单独进入。”

“蛋糕”之争

别掉进宣传陷阱

官方数据显示，在中国，不孕
不育夫妇正呈年轻化趋势，几率
已攀升至12 . 5%左右，而有业内
人士表示，官方公布数据往往相
对保守，真实数据或许更加严峻。
加之“二孩政策”的推进，让试管
婴儿这一辅助生殖技术有了更为
强大的市场需求，有数据显示，我
国每年约有10万试管婴儿出生，
如此大的“蛋糕”，在促进了这一
产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让更
多人或机构嗅到了商机。而这种
现状在生殖医学中心团队看来，
有的更多是担心。

最新公布的山东经批准开展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名单
显示，20年来，淄博获批合法开展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仅
有淄博市生殖医学中心一家，虽
然较济南几个大的生殖中心还有
一定差距，但在技术实施和技术
的拥有种类方面并不存在太大差
距，在有些方面还具备淄博自己
的特色。

事实上，当你在网络上搜索
“淄博试管婴儿”的关键词时，大
量的内容弹出，无非是“第三代试
管婴儿生子”“超值套餐”“两年内
不成功，全额退款”“包成功包性
别”等诱人字眼。

“‘试管婴儿’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它需要精密的仪器和娴熟
的技术，更需要医护人员全身心
投入和极其严肃认真的工作态
度。”崔艳国介绍说，“关于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国家有明确的相关
规范进行管理，在价格上更不会
是一些机构宣称的十数万到数百
万元的天价。所以还是希望更多
市民能向专业正规的医疗机构进
行咨询，不要掉入陷阱。”

据了解，2008年至今，淄博市
生殖医学中心接待咨询、就诊和临
床治疗的不孕不育患者，已近30余
万人次，而自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准
入以来，已有超过6000余人次实施
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体外受精技
术临床妊娠率近50%。

“接下来，还是不忘初心，继
续攻关吧。”崔艳国低头想了一
会，然后告诉记者，“下一步，除了
普通患者，我们也希望能成为高
龄患者的一道光，帮助他们实现
希望。”

20年光阴变迁，淄博生育治疗带来的变革在悄然进行。
2020年3月，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一通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电话打到了淄博市生殖医学中心，

接电话的是副主任赵秀红，“赵主任，打扰了，我在加拿大生下了7斤的男宝宝，母子平安，真的非常感谢
医院帮我们做了试管婴儿。”赵秀红放下电话，第一时间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主任崔艳国，据了解，这是该
中心首例在海外成功分娩的试管婴儿。

谈到“试管婴儿”技术在淄博的发展，没有人比淄博市生殖医学中心团队更如数家珍。他们既是开创
者、推动者，也是领路者和见证者。从第1例到第6000例，淄博用了6年；而从0到第1，淄博用了14年。这是他
们的工作轨迹，也是他们的青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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