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调查显示，目前全国不孕症患者超

过 5000 万， 全国有资质开展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的医疗机构， 据 2016 年数据共有

451 家。 数据是冰冷的，在临床一线，倪颖

与同事们目睹全国各地的患者拉着行李

箱，风尘仆仆地赶来 ，也深刻体会到一句

话：很多时候，你习以为常的一件事，却是

另一些人一辈子的期盼 ；身为医者 ，当竭

力助人圆梦

倪颖手机里的 “好孕群” 越来越多， 目前已有 20

多个。 唐闻佳摄

中欧双方将在联合声明引领下务实合作
李克强同欧盟领导人会晤并共同会见记者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4 月 9 日电 （记者刘
万利 王卓伦）当地时间 4 月 9 日下午，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

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举行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

领导人会晤后共同会见记者并回答提问。

双方介绍了此次会晤成果， 一致认为在

当前国际形势下，中欧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繁

荣与发展的两大重要力量，应携手合作，扩大

共同利益，让双方人民从中受益。双方在相互

尊重、平等协商基础上通过深入沟通和磋商，

就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达成一致， 这是中欧

互利共赢的共同成果， 体现了中欧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成熟性和高水平， 明确了下阶段

双方共同努力方向，为中欧关系注入新动力。

李克强表示，中欧互为重要合作伙伴，欧

盟连续 15 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

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双方共同利益远大

于分歧，进一步扩大共同利益就会缩小分歧。

此次会晤富有成效， 在深化中欧和平增长改

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

贸易、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推进中欧投资协定

及地理标志协定谈判、扩大双向市场准入、加

强互联互通等一系列问题上达成重要共识。

发表的联合声明并非仅为表明态度， 更是明

确了双方努力的方向。 中欧双方将在联合声

明引领下，扎实推进务实合作，取得更多实实

在在的成果，更好惠及双方人民。

在回答关于市场准入的提问时， 李克强

指出， 中欧双方一致同意打造公平竞争的营

商环境， 双方都应采取非歧视原则对待对方

企业。 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出台新政策、

新举措， 今年 6 月将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

面清单，采取“非禁即入”原则，同时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 为中外资企业提供一视同仁的服

务和便利。 欢迎包括欧洲企业在内的各国企

业抓住机遇，来华投资兴业。

图斯克和容克表示， 欧方对中方抱有信

心，对欧中伙伴关系抱有信心。欧中谈判达成

联合声明，是双方的共同胜利。双方要落实好

此次会晤达成的各项共识， 密切在国际事务

中的协调， 加强在世贸组织改革等问题上的

对话与合作，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当日下午， 李克强同容克主席共同会见

参加第四次中欧创新合作对话的双方代表。

该对话机制是根据此前中欧领导人会晤共识

设立， 旨在加强双方创新政策交流和科研创

新合作。

据新华社萨格勒布 4 月 9 日电 （记者高

磊 史霄萌） 应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邀

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4 月 9 日晚

乘专机抵达萨格勒布机场， 对克罗地亚进行

正式访问， 并将赴杜布罗夫尼克出席第八次

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16+1”）会晤。

访问克罗地亚期间，李克强将同普连科维

奇总理举行会谈、共见记者、共同出席中克文

化旅游年开幕式、考察佩列沙茨大桥项目并见

证双方多个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并分别会见

基塔罗维奇总统和扬德罗科维奇议长。

出席“16+1”领导人会晤期间，李克强将

同 16 国领导人共同规划未来务实合作、见证

合作文件签署、会见记者，出席“16+1 合作”

第九届经贸论坛、教育合作交流展、中小企业

对接会和“16+1 全球伙伴中心”揭牌仪式。李

克强还将同与会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以右翼政党领跑议会选举
根据 97%选票的计票结果显示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4 月 10 日电 （记者吕迎旭 吴中敏） 以

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 10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统计

了超过 97%的选票后， 以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

集团为首的右翼政党在 9 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领先。

按各党派目前得票数所占比例计算， 利库德集团及其主要

竞争对手蓝白党均获得议会 120 个席位中的 35 席， 谁能成为

议会第一大党目前尚不明朗。 但利库德集团和其他右翼政党共

计斩获 65 个席位， 优势明显， 蓝白党和其他中左翼政党则收

获 55 个席位。

以色列法律规定， 组建政府至少需要 61 个议席， 因当前

已有多个获得议席的右翼政党党首表示支持内塔尼亚胡组建

新一届政府， 舆论普遍认为， 内塔尼亚胡成为新一任总理胜

算极大。

现年 69 岁的内塔尼亚胡正寻求第五届总理任期。 如果能

成功组建下届政府， 他将成为以色列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

总理。

以色列法律规定， 议会选举结果公布后一周内， 总统里夫

林将根据与议会各党派协商的结果， 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的领导

人组建新一届政府， 并任命其为政府总理。

此次议会选举共有 40 多个政党和政党联盟参与角逐。 以

色列媒体 9 日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 利库德集团和蓝白党获

得的席位数接近。 民调结果公布后， 内塔尼亚胡和蓝白党领导

人甘茨均宣称自己领导的党派获胜。 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此

前说， 选举最终结果预计于 11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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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仍对嫌犯寻求死刑判决

章莹颖案最新进展，嫌犯律师辩称

大学咨询师忽视当事人精神问题

据被控杀害中国学生章莹颖的前伊利诺伊大学学生克里斯

滕森的律师说，在章莹颖失踪前 3 个月，克里斯滕森因为有自杀

和杀人的倾向而寻求帮助， 但伊利诺伊大学顾问没有给予他足

够重视。 据悉，法庭将于 6 月 3 日开始审理章莹颖被害案。

据美联社报道， 现年 29 岁的克里斯滕森曾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走进伊利诺伊大学校园咨询中心，他说自己反复有杀人的

想法。 本周公布的一份辩护文件显示， 克里斯滕森甚至买了东

西，作为杀人和处理尸体计划的一部分，但后来又退回去了。

辩护律师希望法官允许临床心理学家苏珊·佐林告诉陪审

员，学校顾问对于克里斯滕森的心理治疗，不符合相关标准。 而

检察官希望法官禁止佐林作证，称这些描述不准确，还会让陪审

员感到困惑。

伊利诺伊大学 9 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它无法就针对个别学

生的治疗发表评论。检察官 8 日在文件中称，没有迹象表明大学

咨询师在对待克里斯滕森时存在疏忽， 指出他将自己杀人的冲

动描述为一种幻想，并一再淡化这种幻想。

检察官表示，伊利诺伊州的法律没有要求咨询师“对治疗中

所做的陈述做出回应，除非患者对特定的、已确认的受害者做出

特定的威胁”。

据悉在死刑案件中，法院通常拒绝死刑犯提出那些把罪责推

给另一方的证据，以减轻自己罪责。 (本报华盛顿 4月10日专电)欧盟或有条件允许英国延期“脱欧”
允许“弹性延期”至今年底或明年 3 月是最有可能的方案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5 日致函欧洲理事

会主席图斯克，要求将英国“脱欧”日期再度

推迟至 6 月 30 日。 10 日傍晚，欧盟成员国

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峰会，就是否批

准这一申请进行表决。

据提前曝光的峰会闭幕声明草案显示，

欧盟将允许英国有条件延期 “脱欧”， 前提

是特雷莎·梅满足法国等国提出的特定条

件。 但草案并未设置新的 “脱欧” 最终期

限， 等待欧盟其他 27 国领导人会商决定。

英国议会已于 8 日正式通过法案， 要

求首相向欧盟寻求推迟 “脱欧”， 防止 4 月

12 日出现 “无协议脱欧 ”。 根据新法案 ，

英国议会可以对梅延迟 “脱欧” 的具体期

限提出要求， 但如果欧盟确定新的 “脱欧”

日期， 议会不能再度要求首相重新与欧盟

谈判。 据分析， 英国议会此刻通过该法案，

是为了获得立法保证， 避免 4 月 12 日 “无

协议脱欧”。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 9 日晚在布鲁塞尔

先行召开紧急峰会的预备会， 会商后认定，

允许“脱欧”“弹性延期”至今年底或明年 3

月是最有可能的方案。 其间，如果英国国内

各派势力能达成共识，可尽早退出欧盟。

提前曝光的峰会闭幕声明草案显示，欧

盟允许英国有条件延期 “脱欧”，“英国须推

动欧盟完成（既定）任务，不应采取任何危及

欧盟达成目标的举措”。 这一延长期可随欧

英双方批准“脱欧”协议而缩短。

草案说，如果英国在 5 月 23 日至 26 日

欧洲议会选举期间依然是欧盟成员，且 5 月

22 日以前仍没有批准“脱欧”协议，则必须

依据欧盟法律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否则须在

今年 6 月 1 日以前“脱欧”。

图斯克作为紧急峰会召集人，9 日早些

时候提议给予英国至多 12 个月的 “弹性延

期”，其间英国可提前“脱欧”。 图斯克认为，

最近数月事态让欧盟方面“难以相信”英国

议会能在 6 月 30 日以前通过“脱欧”协议。

不过据多名欧盟外交使节披露，图斯克的提

议不太可能在峰会上获得通过，原因是法国

等国家认为延期 1 年过长，会干扰欧盟其他

亟待处理的事务。

而德国和爱尔兰等国则担忧延期过短

会让特雷莎·梅的“时间不够用”，加剧“无协

议脱欧”风险。

特雷莎·梅 9 日先后赴柏林和巴黎拜访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商讨延

期“脱欧”事宜。 据英国《卫报》透露，默克尔

在会晤后告诉德国保守派议员，将在欧盟紧

急峰会上商讨允许英国延期“脱欧”至明年

初的选项，但英国需要陈述具体理由。

而一贯对英国立场强硬的法国总统马

克龙可能就英国延期“脱欧”提出条件，比如

要求英方提供打破现有政治僵局的 “可信”

方案，同时承诺不会多次申请延期“脱欧”，

不会继续扰乱欧盟工作。

法方还希望限制英方在延长期内对欧盟

的影响力，要求英方遵循欧盟法律，但不参与

决策制定， 如不参与欧盟预算谈判或推选下

一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另外，法方希望欧盟其

他成员国能够评估英国是否“真诚合作”。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本报记者 张 松

9 日，在德国柏林的总理府前，默克尔（右）与特雷莎·梅在会谈后道别。 新华社发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每人5万元报销让患者“病有所医”

帕金森病脑起搏器纳入医保一年来，手术治疗患者同期增加 50%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今天是

世界帕金森病日， 也恰逢帕金森病脑起

搏器治疗纳入上海市医保一周年。 记者

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获

悉，该惠民医保政策落地一年来，安装脑

起搏器的患者同期增加 50%，每人 5 万

元报销让患者“病有所医”。

帕金森病属神经退行性疾病， 会不

断进展恶化， 已有临床医学证据显示，

DBS（脑深部电刺激）除了可显著改善帕

金森病患者的震颤、僵直等，亦可延缓帕

金森病的进展。 不过，在我国，仅有千分

之三的帕金森病患者接受该外科治疗，

远低于美国 8%的比例。 高昂的费用是

影响患者接受 DBS 疗法的一大绊脚石。

去年 4 月 1 日起， 在市医保局的大

力推动下，DBS 正式被纳入上海市医保

名录。上海瑞金医院、华山医院等被列为

DBS 医保定点医院。 “医保政策的落地，

让不少患者等来了手术机会。”瑞金医院

神经内科刘军教授说， 自纳入上海医保

后，在瑞金医院选择 DBS 治疗的患者同

期增加 50%。

目前市面上，脑起搏器品种不一。“根

据该医保政策，DBS治疗患者可自主选择

进口或国产起搏器，每人报销 5万元。 那

些原本真正需要安装、却因费用而放弃的

患者是这项惠民政策的最大获益者。 ”功

能神经外科孙伯民教授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脑起搏器价格因型号、

安装的数量不同而不同。通常，国产脑起

搏器植入在 10 万至 20 万元， 进口脑起

搏器在 26 万至 27 万元。换言之，选择国

产脑起搏器单侧植入的上海患者， 报销

5 万元后，自己只需承担 6 万元左右。

当然 ， 接受 DBS 治疗并非一劳永

逸。在瑞金医院神经内科、功能神经外科

日前联合举办的世界帕金森病日健康宣

教现场，专家提醒，帕金森病临床症状复

杂多样，临床治疗需要个体化、长期综合

管理， 包括药物、 DBS 手术、 肉毒素、

康复、 心理及饮食调理等多种治疗手段

的综合运用， 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瑞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护

士长倪颖手机里 “好孕群 ”已有

20 多个， 成功产子的妈妈们给

后来者以信心

夜针瓶打碎之夜，“好孕”与爱没有离开
“宝宝快两岁了， 真心谢谢您 ， 我很

幸福。” 这些天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护士长倪颖的手

机里 ， 20 多个微信 “好孕群 ” 新消息不

断。 这里集合了在这家医院求子成功或正

在求子的备孕妈妈， 这条私信背后的故事

尤其特别 ， 那是发生在一个子夜的 “救

命” 故事。

“现在就到医院来，17楼等我”

世上让人最安心的话可能不是 “我爱

你”， 而是 “你放心， 有我”。 倪颖就对患

者说过这样的话。

那是一个深秋夜， 时钟划过十点， 倪颖

刚辅导完女儿的作业， 准备温一杯牛奶犒劳

下自己。 忽然手机响起 “叮咚叮咚” 的铃

声， 这是她所在的生殖中心就诊患者微信

“好孕群” 的消息提示音。

消息一条条飞入， 大半夜出什么事了？

倪颖赶紧打开手机， 群里已炸锅， 倪颖很

快找到了源头———萱萱打碎了夜针瓶 ， 药

没了， 她的情绪有些失控。

夜针， 很多人恐怕第一次听说， 但是

对做试管婴儿的备孕妈妈来说， 它性命攸

关。 在试管婴儿的治疗中 ， 卵泡长到一定

阶段需要一种特殊药物促进卵母细胞成

熟， 夜针就是使卵泡最后成熟的药物， 也

是取卵前最后、 最关键的一针。 医生会在

打完夜针的 34 至 36 个小时后安排取卵 。

由于这关键的一针通常在晚上打， 所以俗

称夜针。

夜针注射的时间很重要， 有时甚至精

确到几点几分。 如果注射时间过早， 卵泡

的形态和功能未完全成熟； 注射时间过晚，

卵母细胞过熟， 质量下降， 或已提早排出，

这样， 即使获得卵子也会错过最恰当的受

精时机， 还会增加罹患卵巢过度刺激综合

征的风险。 通常，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卵泡

大小、 雌激素水平等因素来精确计算夜针

的注射时间。

这天， 萱萱应该带着夜针到瑞金医院急

诊注射室打针了， 可是， 药碎了。 倪颖也是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她很清楚， 夜针是按

需调配， 大半夜弄到新药不容易； 但患者一

旦错失夜针注射时机， 会影响整个试管婴儿

的结局， 整个周期的辛苦、 治疗费， 以及期

待与希望都将化为乌有。

“这是我担任生殖中心护士长的第三

年， 深刻感受到这些备孕妈妈的艰辛与压

力， 很多人多年奔波在求子路上， 情绪如

同一根快被扯断的皮筋。” 倪颖在手机里对

萱萱打下这行字———“现在就到医院来， 17

楼等我。”

求子路艰辛，常常有家庭
中断治疗

瑞金医院门诊 17 楼是倪颖所在的生殖

医学中心， 每天， 全国各地的患者赶到这

里， 就为要一个孩子。 “夜针， 夜针”， 倪

颖在心里默念着， 终于在冰箱底部找到一

瓶备用药， 她麻利地操作， 最终及时为萱

萱完成了夜针的注射。

倪颖离开医院已是零点后 ， 她的脑海

里挥之不去的是这个备孕女孩完成夜针注

射的那一刹那———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 。

“如果不是您半夜赶过来， 我都不知道自己

怎么撑得下去。” 萱萱说， 为了求子， 瑞金

是她求诊的第三家医院， 之前在外地的两

家医院一直没能成功受孕， 这次请了长病

假来上海， “本来心理压力已经很大， 半

夜打碎了药瓶， 意味着前功尽弃， 真的快

崩溃了。”

倪颖倾听着萱萱的诉说， 安抚她的情

绪 。 求子路的艰辛故事 ， 这不是第一个 ，

也不是最后一个。

调查显示， 目前全国不孕症患者超过

5000 万， 全国有资质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的医疗机构据 2016 年数据共有 451 家 。

数据是冰冷的， 在临床一线， 倪颖与同事

们目睹着全国各地的患者拉着行李箱， 风

尘仆仆地赶来。

“常看到备孕妈妈躲在角落里哭，很多

都在求子这条路上奔波多年，一家家生殖中

心试过来。 ”倪颖说，有的患者看着看着就没

了 ，打电话过去问 ，为什么不来了 ，对方回

答：钱用完了，两口子得去打工攒钱。

瑞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张爱军见

过太多这样的家庭， 多少年的求子心酸集

中在一本厚厚的病例上。 他很清楚， 中断

治疗对妊娠成功率将大打折扣 ， 这些年 ，

他也与同事努力争取慈善 “助孕 ” 基金 ，

让经济困难家庭免费实现 “求子梦”。

身为医者，当竭力助人圆梦

有些困难， 医护人员帮得了 ， 有些却

没法帮。 有的患者反复着床失败， 三四年

都怀不上， 整个人的身体状态、 心理状态

都很差， 却依旧不放弃。 这其中， 有两口

子感情特别好的， 丈夫始终陪伴在侧； 也

有人悄悄告诉医生， “再怀不上， 就得离

了 ” ； 有的好不容易怀上了 ， 可还是离

了———多年的奔波把两口子的心都奔累了，

有了孩子， 丈夫却不要这个家了。

“备孕心理压力非常大 ， 心情往往十

分压抑， 常会独自落泪。” 倪颖说， 每当看

到饱受焦虑折磨的患者， 医护人员都会主

动握着她们的手， 陪伴、 倾听， 一些看似

简单的言语和动作， 对那些无助的患者来

说， 就像是风雨中可以停靠的港湾。

每到冬天， 瑞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候

诊室的金属座椅上， 就会铺上护士们定做

的毛垫 ； 手术后的休息室里备着巧克力 ，

不仅可有效预防低血糖的发生， 而且能让

为手术而空腹十多个小时的备孕妈妈尝到

丝丝甜蜜； 这里还设计改进了一体式手术

裙， 减少了传统手术衣裤的不方便 ， 为患

者省去了多次穿脱的麻烦。

“她们真的太需要甜， 太需要温暖了。”

倪颖说， 萱萱之后， 为帮助备孕妈妈了解助

孕过程， 生殖中心录制了宣教录像滚动播

出， 特别针对打夜针， 一对一强化告知夜针

时间、 药物名称、 取卵流程等。

一个温暖的午后， 萱萱来医院报喜了：

终于怀上了。 又隔了一段时间， 她抱着孩

子送来了喜蛋、 糖果。 在生殖中心 ， 这些

糖果很受欢迎 ， 备孕妈妈管它叫 “好孕

糖”， 吃下它， 仿佛吃下一颗希望。

“你能从眼神里读出她们是多么渴望

一个孩子。” 倪颖说， 外人实在无从、 无力

也无权去评价任何一个备孕妈妈和家庭 。

但在瑞金医院 17 楼 ， 医护人员深刻体会

到： 很多时候， 你习以为常的一件事 ， 却

是另一些人一辈子的期盼； 身为医者 ， 当

竭力助人圆梦。

（文中患者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