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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華華」
活動視頻

中科院提供
全媒體中心製作

克 隆
（港 稱 複
製）是英文

「clone」的音譯，原意是指以
幼苗或嫩枝插條，以無性繁殖
或營養繁殖的方式培育植物，
如扦插和嫁接。在生物學上，
克隆即「無性繁殖」。通常是
指利用生物技術由無性生殖產
生與原個體有完全相同基因組
織後代的過程。

單性無父 三母合成
1997 年 2 月 27 日的英國

《自然》雜誌報道了一項震驚
世界的研究成果：1996年7
月5日，英國愛丁堡羅斯林研
究所（Roslin）的伊恩．維爾
穆特（Wilmut）領導的一個
科研小組，利用克隆技術培育
出一隻小母羊多莉（Dol-
ly），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
克隆的動物。多莉沒有父親，
但有三個母親，一個提供
DNA的芬蘭多塞特白面綿羊
被稱為「基因母親」，另一個
提供卵子的蘇格蘭黑臉羊被稱
為「線粒體母親」，還有一個
負責代孕的「生育母親」也是
蘇格蘭黑臉羊。

誕下6羊 死於肺癌
多莉與一隻威爾士山羊交

配，產下六頭羔羊。根據報道，她在
2001年時曾患上了關節炎，後來使用
抗炎藥物治好了。2003年2月14日，
多莉最終因肺癌死亡。
多莉的誕生，引發了世界範圍內關於

動物克隆技術的熱烈爭論。是科學界克
隆成就的一大飛躍。它還被美國《科
學》雜誌評為1997年世界十大科技進步
的第一項，也是當年最引人注目的國際
新聞之一。

死後重生 一化為四
2010年11月30日，英國媒體報道

說，當初參與克隆多莉的一名研究人員
利用保存下來的組織，在三年多前又克
隆出四隻多莉，牠們的基因與原版多莉
完全相同，如同多莉重生且一化為四。

資料來源：新華網及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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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項具有跨時
代意義的新科技，
都在爭議中成長，

克隆技術也不例外。克隆羊多莉在人間
的短短六年，就曾引發科學界及民間關
於倫理道德的廣泛討論。作為與人類最
為相近的非人靈長類動物，猴的體細胞
克隆技術突破，更加令人浮想聯翩，疑
慮重重。

也許是受到科幻文學作品的影響，人們
總會問：克隆人什麼時候會出現呢？在世
界上首次實現體細胞克隆猴中中、華華的
中科院孫強研究員昨日給出權威答案：克
隆人類，從理論上和技術上是可行的，但
是從目前的道德倫理上是不可能的。

上世紀70年代，基因編輯技術曾引發
人們討論。「基因怎麼能編輯呢，這有悖
於倫理啊。」很多人這樣說。但是，經過

數十年的發展，基因編輯已成為當今最熱
門的科研領域，很多新藥都因基因編輯技
術而產生，正改善着人類的生活。

體細胞克隆猴技術也是如此。專家們
認為，牠的誕生，將為人類社會面臨的
重大腦疾病的機理研究、干預、診治帶
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人們不妨給科
學家們更多的空間、更少的束縛。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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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對體細胞世界首對體細胞
克隆猴在中國誕克隆猴在中國誕
生生，，二猴年齡僅相二猴年齡僅相
差一周差一周，，取名中取名中中中
（（左左））與華華與華華（（右右））。。

中科院供圖中科院供圖

克隆人：技術上可行 道德上不允

1997年首個體細胞核移植克隆動物「多莉」羊誕生以來，科學家利
用體細胞克隆技術不僅誕生出包括馬、牛等大
型家畜，還誕生了包括小鼠、大鼠、兔、貓和
狗在內的多種實驗動物。但是，與人類最為相
近的非人靈長類動物體細胞克隆則成為世界性
難題。沒有克隆猴，就很難建立模擬人類疾病
的動物模型。美國、中國、德國、日本等國多
家研究機構曾在這一領域多番嘗試，但均以失
敗告終，最好的結果是代孕母猴在懷孕81天
（孕程一半）時流產。

十餘人團隊五年努力
十餘人、五年的艱苦努力……「中中」、

「華華」這兩隻可愛雌猴的誕生，終於破解上
述世界性難題。中國科學院宣佈，該院神經科
學研究所、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孫
強研究員率領以博士後劉真為主的團隊，在國
際上首次實現了非人靈長類動物的體細胞克
隆。2017年11月27日，世界上首個體細胞克
隆猴「中中」誕生；12月5日第二個體細胞克
隆猴「華華」誕生。生物學國際頂尖學術期刊
《細胞》（Cell）將以封面文章發表此項成
果，並於今日（25日）在線發表。

啟獼猴作實驗新時代
「該成果標誌中國率先開啟了以體細胞克隆
猴作為實驗動物模型的新時代，實現了中國在
非人靈長類研究領域由國際『並跑』到『領
跑』的轉變。」中科院院長白春禮說。業界認
為，中國將率先開啟以獼猴作為實驗動物模型
的時代，同時，進一步鞏固了中國科學家在即
將啟動的靈長類全腦介觀神經聯接圖譜國際大
科學計劃中的主導地位。

第三隻預產期本月底
孫強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中中、
華華兩個克隆猴的生長情況良好，沒有任何異
常。通過27個微衛星DNA位點分析證明，兩
個猴的核基因組信息與供體體細胞完全一致，
「長得越來越像」。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個體
細胞克隆猴尚在代孕母猴的孕育中，如果一切
順利，將在本月底或下月初誕生。

未來複製基因編輯猴
雖然取得重大突破，但

孫強坦言壓力很大，美
國、日本的技術能力很
強，也許很快就能追上中
國科學家。他表示，未來
將不會再克隆普通的猴，
而是將克隆一些跟人類疾
病相關基因編輯的猴，比
如帕金森症、阿爾茨海默
病等疾病，盡早將技術真
正服務於人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孫悟空拔下一把毫毛，吹出一口

仙氣，就變出無數個「齊天大聖」……

這個國人耳熟能詳的西遊記神話故

事，在中國科學家的努力下成為克隆

奇跡。2017年11月27日世界上首個

體細胞克隆猴「中中」、12月5日第二

個克隆猴「華華」在位於上海的中國

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腦科學與智

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的非人靈長類平

台誕生。靈長類體細胞克隆的世界難

題終於被突破，中國在這一領域實現

國際「並跑」到「領跑」的轉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
道）中中、華華兩隻小猴看起來十分可
愛，在牠們萌萌的外表背後，是巨大的應
用前景。專家表示，體細胞克隆猴的成
功，將推動中國率先發展出基於非人靈長
類疾病動物模型的全新醫藥研發產業鏈，
促進針對阿爾茨海默病（認知障礙症、腦
退化症）、自閉症等腦疾病，以及免疫缺
陷、腫瘤、代謝性疾病的新藥研發進程。

減低小鼠作模型問題
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表示，體細胞

克隆猴是在該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
「腦功能聯結圖譜與類腦智能研究」的
支持下，依託神經科學研究所、腦科學
與智能技術卓越中心，完全由中國科學
院團隊獨立完成的國際重大突破。
「當前很多神經精神疾病不能得到有

效治療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藥物研發通
常使用的小鼠模型和人類相差甚遠，在
小鼠模型上花費巨大資源篩選到的候選
藥物用在病人身上，大都無效或有不可
接受的副作用。」白春禮說，體細胞克
隆猴的成功，以及未來基於體細胞克隆

猴的疾病模型的創建，將有效縮短藥物
研發周期，提高藥物研發成功率，使中
國率先發展出基於非人靈長類疾病動物
模型的全新醫藥研發產業鏈，有力推動
中國新藥創製與研發。

減少實驗動物使用量
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腦科

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蒲慕明院士表
示，由於克隆猴遺傳背景相同，可減少個
體間差異對實驗的干擾，大大減少實驗動
物的使用量。

■中科院發佈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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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誕世界首例
體細胞克隆猴克隆猴
突破靈長類動物複製難題 先造兩隻取名「中中」「華華」

技術應用前景廣 助腦病藥物研發

克隆羊多莉克隆羊多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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