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当选总统、民主党人约瑟夫·拜登1月20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的就职典礼上
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

他在就职前一天傍晚，来到首都华盛顿林肯
纪念堂举行点灯仪式，悼念在新冠疫情中丧生的
美国人。

这一天，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40万
例。美联社将新冠疫情称为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
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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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代孕黑市”：隐秘扩张，风险重重
记者调查揭代孕地下产业链神秘面纱 “一条龙”服务报价高达7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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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国内地
下“代孕黑市”呈现畸形繁荣，因代
孕而产生的各种纠纷和风险也与日
俱增。

提供多种“套餐”服务
“一条龙”报价70余万元

多次试管婴儿失败后， 成都一
对40多岁的夫妻想到了找人代孕
这条路。“我老公说， 不生孩子就离
婚。想到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实在
没办法， 只能到处试。”42岁的秦帆
（化名）无奈地说。秦帆说，他们找了
一家广州的代孕中介，报价90万元，
去泰国代孕。目前，夫妻两人正在凑
钱准备一试。

虽然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医疗机
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
技术，但近年来，代孕地下产业链却
日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并将隐秘
的触角延伸到普通人身上。 记者调
查发现， 在不少妇产科医院的厕所
门板上，“代孕”“卖卵”“包生儿子”
等小广告特别多。

据知情人透露，代孕分为三种：
一是精子、卵子由需求方提供，体外
受精后进行胚胎移植， 借用代孕妈
妈的子宫孕育； 二是仅精子来自需
求方，卵子由供卵者提供，由代孕妈
妈孕育；三是仅卵子由需求方提供，
用第三方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后，
由代孕妈妈孕育。 一些代孕中介也
根据需求提供多种“套餐”服务，明
码标价。

记者以客户身份联系到湖南长
沙一家名为“添宝儿医疗”的客服小
傅。据她提供的价格表看，仅供卵或
者供精并提供移植手术的费用为
11万元， 仅代孕的费用为35万元。
涵盖供卵、移植、代孕、亲子鉴定“一
条龙” 服务， 承诺两年抱到宝宝的

“零风险”套餐是73.8万元。

背后多重风险
有缺陷子女或被父母嫌弃

记者调查发现， 大龄失独家
庭、 因病失去自主孕产能力的人
群是代孕核心群体。

虽然目前我国明令禁止开展
代孕服务， 但这并没有遏制住代
孕行业野蛮扩张的步伐。 代孕转
入地下， 一些人出高价走非法途
径。 非法代孕打破了传统生育观
念和生育秩序，带来一系列医疗、
法律、伦理等风险。

一是医疗风险。 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内分泌
科主任朱依敏介绍， 正规医院的
取卵手术对环境要求高， 必须无
菌、恒温。而大部分地下代孕，往
往寻找非正规诊所取卵， 存在消
毒不彻底、器械重复使用、操作不
规范等问题， 供卵者和代孕母亲
有可能遇到健康风险。

二是法律风险。近年来，因代
孕引发的法律纠纷多发， 包括代
孕合同纠纷， 由代孕引发的抚养
权争议、继承权争议等。

江苏乐士律师事务所律师蔡
萍说，婴儿不能作为交易商品，所
以代孕合同本身就是非法的，也
是无效的。“即使签订了代孕协
议， 当事人期望获得的合同权益
都不受法律保护。”

日前， 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
片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代孕纠
纷案。 广东女子陈某与某医疗旅
游集团签订合同，该公司承诺，为
其提供泰国最优秀的医疗资源做
试管婴儿和代孕服务。 后代孕手
术失败， 陈某要求全额退还费用
38万元。法院审理认为，代孕合同

无效，该公司存在重大过错，陈某明
知代孕违背我国法律和公序良俗，也
存在过错；法院酌定该公司在扣除为
陈某提供相关服务的成本费用后，向
其返还16万元。

三是伦理风险。四川鼎立律师事
务所律师施杰认为，代孕对传统的道
德观和人伦观构成挑战，代孕妈妈和
代孕子女的尊严会受到践踏，女子成
了“生育机器”。 一些代孕子女出生
后，一旦父母感情破裂，代孕子女的
处境会非常尴尬。一些代孕子女由于
存在生理、器质性缺陷，被认为是“残
次品”，遭父母嫌弃。

宜加快立法堵住漏洞
加强对违法行为的打击

我国原卫生部2001年出台的《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明确规
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
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
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对医疗机构实
施代孕技术的行为，卫生行政部门应
给予警告、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
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

近年来， 国家卫生健康部门查
处了多起涉嫌从事代孕违法违规活
动的案件。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查
处的案件仅是“代孕黑市”的“冰山
一角”。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仅是部门规章，
层级过低， 监管力度远远跟不上形
势需要。 国家应就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问题制定专门的法律或行政法
规， 一方面加大对代孕等违法违规
行为的惩处力度， 另一方面应区分
对待非法代孕行为和生育障碍患者
渴望拥有下一代的需求， 依法合规
发展人工授精、 胚胎移植等方面的
辅助生殖技术。 ■据新华社

拜登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
他在就职前一晚举行点灯仪式悼念逝者，当天美国新冠死亡病例累计超40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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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逝者

拜登在林肯纪念堂举行
的仪式上说，“我们必须铭记
……让我们点灯” 悼念所有
丧生的人。

拜登讲话期间， 林肯纪
念堂前倒影池两侧的400个
灯箱点亮， 以纪念迄今死于
新冠的40万美国人。 候任副
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与拜登
一同出席点灯仪式。

以往总统就职日前夜，
华盛顿通常洋溢欢乐气氛。
由于新冠疫情和安保局势紧
张，今年这一时刻十分冷清。

美国是全球新冠疫情
最严重国家。 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19日数据显
示，美国确诊病例超过2420
万例， 死亡病例超过40万
例。路透社报道，过去一周，
美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超
过20万例、 新增死亡病例
3220例

数字“可耻”

美联社报道，40万新冠
死亡人数几乎相当于美国
每年死于中风、阿尔茨海默
症、糖尿病、流感和肺炎人
数总和。

法新社报道， 美国政府
去年2月通报首例新冠死亡
病例，累计死亡病例3个月后
增至10万例，又过4个月后达
到20万例，不到3个月后增至
30万例， 仅一个多月增至40
万例。

洛杉矶附近一家医院首
席政策官克利夫·丹尼尔斯
说：“40万的死亡人数可耻
……这么多人死亡， 而这本
可以避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
家灾难应急中心主任、公共
卫生专家欧文·雷德莱纳
说：“（美国政府） 所有应对
疫情的措施都充斥着不称
职、不诚实，我们正在付出
巨大代价。”

前路漫漫

拜登先前承诺， 新政府
首要任务是扭转疫情。 在就
职后 100天内的抗疫目标
是， 包括实现1亿剂疫苗接
种， 发布在联邦建筑内和跨
州旅行时戴口罩的强制令，
以及让大多数学校恢复线下
授课。

他上周承诺， 就职后加
快疫苗接种进度， 方案包括
增加注射器等医用物资产
量、 开设数以千计疫苗接种
中心。

路透社报道，新冠疫苗
接种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
大、 最复杂的疫苗接种项
目。 一些州政府抱怨唐纳
德·特朗普领导的联邦政府
给予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
和协助不足。

纽约和旧金山两市市长
19日警告，如果联邦政府无
法接续提供疫苗， 这两座城
市的新冠疫苗本周将用光。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蓬
佩奥等人实施制裁。

过去几年，美国一些反
华政客出于一己政治私利
和对华偏见仇恨，罔顾中美
两国人民的利益， 策划、推
动实施了一系列疯狂的行
径，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
害了中国的利益、伤害了中
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破坏
了中美关系。中国政府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决心坚定不移。 中方决定
对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
中国主权、 负有主要责任
的28名人员实施制裁 ，包
括特朗普政府中的蓬佩
奥、纳瓦罗、奥布莱恩、史达
伟、波廷杰、阿扎、克拉奇、
克拉夫特以及博尔顿、班农
等。这些人及其家属被禁止
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 、澳
门， 他们及其关联企业、机
构也已被限制与中国打交
道、做生意。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
中方对蓬佩奥等28人实施制裁

这是1月
19日在美国
华盛顿拍摄
的国会区域
的美国国民
警卫队士兵。

美 国 当
选总统、民主
党人拜登定
于20日宣誓
就任美国第
46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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