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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夫妻遗留胚胎
父母寻求代孕产子

江苏宜兴的一座墓园内，有沈杰、刘曦夫妇的墓地。两人的墓碑去年才立好，碑上
空着一行字的位置。那是为他们的儿子甜甜留的。

“等（甜甜的）牙齿长齐了，名字就可以刻上去了。”沈杰的父亲沈新南说。
22001177年年1122月月，，甜甜甜甜的的奶奶奶奶、、外外婆婆与与

刘刘保保君君及及其其同同事事到到广广州州看看望望刚刚出出生生的的甜甜甜甜。。

说起5年前的意外，胡杏仙仍会落泪。
彼时，沈杰、刘曦结婚两年，一直没有孩

子。在沈新南的经济支持下，小两口在南京
市鼓楼医院尝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13枚胚胎中，医院冷冻了4枚，预计胚胎移植
手术时间为2013年3月25日。

意想不到的是，手术前5天夫妇二人突
遇车祸，不幸离世。由于事发时没有目击者，
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摄像头，事故原因至今不
明。对老人们来说，鼓楼医院里冷冻着的4枚
受精胚胎是他们唯一的安慰。他们要把胚胎
取出来。

当时，中国尚没有男女双方均离世，双
方父母向医院讨要受精胚胎的司法案例；卫
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也只
是禁止了胚胎买卖，禁止了国内医疗机构、
医务人员实施代孕技术；但对于未移植的胚
胎如何处置，未做规定。

在律师的提议下，两家老人商量后，2013
年11月，沈新南夫妇将胡杏仙夫妇告上法
庭。

“起诉医院风险太大了。”多年后，沈新
南向记者解释，被告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
把胚胎从医院里拿出来。

一审时，宜兴法院将南京市鼓楼医院追
加为第三人。经审理，法庭认为“受精胚胎为
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含有未来生命特征
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一样任意转让
或继承，故其不能成为继承的标的”，并驳回
了沈新南夫妇的诉讼请求。

但在无锡市中级法院二审时，法庭充分
考虑了伦理和情感因素，认为沈杰、刘曦遗留
下来的胚胎是“双方家族血脉的唯一载体，承
载着哀思寄托、精神慰藉、情感抚慰等人格利
益”。因此，胚胎由双方父母监管和处置，既合
乎人伦，又可减轻其丧失子女之痛楚。

沈杰、刘曦都是家中的独生孩
子。2013年3月20日，一场车祸夺走
了二人的生命。

车祸发生时，甜甜还是一枚体
外受精胚胎，被冷冻在摄氏零下196
度的液氮罐里。为了让这枚胚胎变
成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为两家人

“留一个后”，4位失独老人请律师
打官司、寻找各种代孕机构，想尽
了一切办法。

根据2001年卫生部（现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的《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的管理办法》，对胚胎到底是
属于生命还是属于物没有明确规
定。此外，如何让老人们获得胚胎
的监护、处置权，如何将受精胚胎
变成一个生命，如何送四枚胚胎出
国代孕，如何让代孕的孩子成功回
国等等，这些问题对律师、代孕机
构和老人们来说，都是新的尝试。

2017年12月9日，甜甜被一名
28岁的老挝籍代孕妈妈带到这个
世界，浅浅的眉毛，深深的酒窝。

“就会笑。”从甜甜身上，刘曦的
母亲胡杏仙看到了女儿的影子：

“眼睛像我女儿，但还是像他爸爸
多一点。”

没有医院敢接收受精胚胎

胡杏仙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受
精胚胎时的情景：一根筷子长的玻
璃导管，里面充满白色的雾气，“什
么也看不见”。由沈杰的精子、刘曦
的卵子结合而成的受精胚胎，就藏
在这团白雾里。

从这枚受精胚胎形成开始，它
就保存在南京市鼓楼医院——— 沈
杰、刘曦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手术的医院。二人过世后，4位老人
打了近一年的官司获得了胚胎的
监管权、处置权。他们要把胚胎从
医院里取出来。

2014年9月，沈新南刚一拿到法
院判决就迫不及待地来到鼓楼医
院。他以为，有判决在手，取出胚胎
再无障碍。

但鼓楼医院给沈新南开出两
个条件：一是要让当地法院执行庭
的人一起来取；二是胚胎只能由医
院转给医院，不能转给个人，所以
需要另一家医院开出接收证明。

在宜兴，沈新南是个小有名气
的商人，人脉也广。但找到一家医
院开出接收受精胚胎的证明，还是
把他难倒了。因为彼时，沈杰、刘曦
均已去世，无法进行胚胎移植手
术，而代孕在中国是违法的，没有
医院敢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直到2016年6月，沈新南才在一
家代孕机构的帮助下，从老挝的一
家医院里开出了这份证明。他和代
孕机构还分别购买了液氮存储罐，
以保证胚胎始终处在摄氏零下196
度的液氮环境里。

2 0 1 6年1 2月2 0日，4位老人、
2名代孕机构员工、3名宜兴法院
执行庭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鼓
楼医院。医院实验室的人拿着液
氮 罐 走 进 会 议室，只 用 了十几
秒，就把盛有受精胚胎的导管取
出，迅速插入沈新南等人带来的
进口液氮罐。

但在中国，代孕被明确禁止。
2001年，卫生部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
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
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
律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
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2014年8月，沈新南等人成了东方卫视
《东方直播室》的节目嘉宾。胡杏仙当场询问
主持人，“拿到胚胎，当然是想政府能给我们
这个特殊的家庭一个特殊的照顾。”

所谓“照顾”，就是指代孕。当时，胡杏仙
的侄女、外甥女等亲属曾表示，愿意为其代
孕。但上海市卫生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徐青
松当即表示，“为了保护后代原则，不允许代
孕，不允许这个情况出现。”

2015年4月至12月底，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12个部门曾联合制定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这次专项行动工作下
发的文件中表示，打击代孕是为了净化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环境，维护正常的生育秩
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和落实计划
生育基本国策。

自己无法再生育，亲属志愿代孕又不可
行。无可奈何之下，老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明

处的、暗处的各种代孕机构。
某海外代孕机构负责人刘保君第一次

见沈新南时，沈在不停地抽烟。那是2016年6
月，在刘保君之前，沈新南接触了几十家代
孕机构。仅上海一地，他至少认识30家。

与刘保君见面时，沈新南已经听了许多
代孕培训课程，成了半个专家。刘自称是中
国最早从事代孕行业的人，懂技术，在一些
东南亚国家有过不少成功案例。

从能否开出医院接收胚胎的证明、如何
保证液氮环境，到怎样解冻胚胎、怎样进行
移植手术，两人谈了3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
是刘保君在回答沈新南的问题。刘保君还看
了4枚受精胚胎的相关医院文件和资料，感觉
胚胎质量、分裂冷冻情况相对较好，“（代孕）
成功率比较大”。

经过协商，刘保君决定以成本价为沈家
代孕，“代妈20万，一年生活费10万”，做不成，
不收钱。

此后，双方又通过十多次电话，也为代
孕、生产中的各种风险争吵过。比如，代孕妈
妈中途流产要不要退钱；流产后的治疗费用
谁出；孩子出生后不健康，谁来负担治疗费
用……

最终，沈新南把这些责任一股脑揽了下来。

紧接下来的一关是：如何把胚胎送到老挝。
2017年1月初，刘保君的几名同事从云南

出发，到老挝境内自驾游。那只装有胚胎的
液氮罐得以带出国境。

选择这个过程带出胚胎，刘保君等人也
颇费周折。

按照一般程序，寻求代孕的国内夫妇只
要办理旅游签证，就可以到国外医院进行代
孕手术。孩子在国外出生后，父母可再次办
理旅游签证出国，到代孕医院开具出生证
明、进行亲子鉴定。

“还要到当地的中国使领馆为孩子办理
中国旅行证，然后就可以一起回国了。”一名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国外出生的孩子，只
要父母一方具有中国国籍，且未获得其他国
家国籍，便可办理中国旅行证。

然而这次不是普通的海外代孕：需要出
入境的不是人，是4枚受精胚胎。

刘保君接手胚胎前，从未做过运送胚胎
出境的尝试，其他海外代孕机构也缺乏类似
经验。

他最先想到了航空托运。“因为液氮不
会爆炸，很多航空公司没把它列为违禁品。”

但当他告知航空公司想要托运“胚胎”时，还
是被拒绝了，“他们说这种东西不允许运
输。”

他还找过一家曾从西班牙运输生物细
胞回国的公司。但那家公司说，装胚胎的液
氮罐报关报检时必须提供胚胎父母的委托
书、体检报告等材料。显然，在沈杰、刘曦过
世后，这些材料无法提供。

在老挝，刘保君为胚胎选了一名27岁的
代孕母亲坤达。行内人称“代妈”。坤达顺产
生过一个孩子，没有传染病、遗传病，子宫环
境正常。她还与刘保君达成了口头协定：如
果顺利怀孕生子，她将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尽管沈新南对代妈的要求只是健康一
点、高一点，“万一怀了双胞胎容易生”。刘保
君还是从20多个备选代妈中，挑了这个好看
的：“（坤达）个子大约一米六多，长得蛮漂
亮，看着很讨喜。”为了减少妊娠风险，医生
从4枚胚胎中挑选了最具潜能的2枚，移植到
坤达体内。其余2枚，仍被冷冻在老挝的那家
医院里。移植成功后，受代妈自身条件及各
种外在因素影响，成功率往往只有50%。这次
也不例外，移植了两枚，只有一枚成功着床。

坤达在老挝当地的一栋别墅里
养胎。一个院子里一栋三层小楼，住
着五六个情况类似的代妈。坤达从
不知道，自己子宫内的胎儿有着曲
折的身世，也从没与沈新南、胡杏仙
建立过任何联系。

沈新南等人对坤达的了解，也
只停留在体检报告上。

每隔30天，坤达就要进行一次
孕期产检。每次还没到时间，沈新南
就会在微信上向刘保君询问坤达和
胎儿的情况。

即便胎儿孕育过程十分顺利，
但接下来仍有难题困扰着刘保君和
沈新南等人。

与其他海外代孕不同，因为沈
杰、刘曦已经去世，孩子在国外出生
后无法进行亲子鉴定，办理不了中
国旅行证。没有中国旅行证的孩子，
不能入境回国。

为此，没到预产期，刘保君就为
坤达办理了赴中国的旅游签证，安
排她到广州的一家民营医院待产。

2017年12月9日，坤达肚里的孩
子在广州出生，男孩。沈新南夫妇和
胡杏仙立刻从宜兴飞到广州，见到
了这个盼了4年多的孙子。

外婆胡杏仙给孩子起了个小
名：甜甜。她希望甜甜的到来能给他
们带来甜蜜，苦尽甘来。

孩子的抚养权

在医院住了半个月，4位老人把
甜甜接到南京做了亲属鉴定。4位老
人都抽了血，对照DNA片段，甜甜
被证明正是沈杰、刘曦的儿子。

接下来的问题，是孩子的国籍
问题如何认定。杨立新认为孩子在
中国出生,生物学父母都是中国人，
就是中国国籍。

此外，如果将来坤达找到甜甜，
想要抚养、探视，又该怎样？

“胚胎移植手术前，代妈和我就
有口头承诺：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刘保君说，而且沈家与坤达的信息
始终相互隔绝。杨立新则认为，“有
协议就行，没协议有口头承诺也
行。”如果没有相关纠纷，就可以上
户口了。

事实上，中国已出现多起代孕
子女抚养权争议事件。2016年，上海
第一中级法院还有一个关于代孕子
女法律地位问题的判例。“那个判决
显示，法院认为（孩子的抚养权）属
于主张代孕的一方，不属于生出代
孕子女的一方。”杨立新对新京报记
者表示，那个判例和甜甜家的情况
一样，“(如果出现纠纷)不能认定代
孕母亲的权利。”

据刘保君介绍，坤达生下孩子，
护士抱给她看了看就送到沈新南等
人那里。因为是顺产，产妇也无大
碍。两三天后，刘保君给坤达结清了
10万元代孕费，并安置她在广州休
养几天后送回老挝。

如今，尚未登记户口的甜甜则
住进了沈新南位于宜兴湖父镇的三
层独栋别墅。为了照顾他，沈家特意
请了一名保姆，24小时陪护。

2018年3月18日，甜甜出生满百
天。按照镇上习俗，沈家本该大摆几
十桌宴席，放着鞭炮邀请亲朋好友、
左邻右舍前来做客，人越多越热闹。
但沈新南只在自家院子里摆了十
桌，邀请了胡杏仙夫妇和一些走得
较近的亲戚。他不想孩子的百天宴
太过张扬。

“这个小孩来到世上，他也伤心
的。人家都有爸爸妈妈叫的，他没有
爸爸妈妈叫了。将来肯定要告诉他
的，不告诉他怎么办呢？”沈新南打
算先骗着甜甜，告诉他爸爸妈妈出
国了。等甜甜大一些、懂事一些，再
告诉他自己身世的真相。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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