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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纳韦罗此前曾宣布计划
在2017年底进行人类首例换
头术，引发医学界的争议。

俄媒称，准备接受手术的
患者是俄罗斯计算机工程师瓦
雷里·多诺夫，由于天生患有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他全身萎
缩、骨骼畸形、身体状况逐年
恶化。卡纳韦罗提出的换头手
术成了多诺夫最后的一根“救
命稻草”。

然而到了今年上半年，多
诺夫却突然改主意了，他表示

自己现在不会做换头术，而是
将采取传统疗法改善自己的肌
肉萎缩症状，他可能不会成为
第一个接受该手术的人了。

此前，卡纳韦罗曾透露过
详细的手术步骤：

首先，新的身体将来自一
位正常脑死亡的捐献者。手术
中，捐献者与接受者的头部要
冷却到手术所需的温度，以减
慢人体的新陈代谢。随后，医
生会解剖脖子周围的组织，并
用极其细小的导管连接主要血

管。之后，也是最重要的一
环，整齐地切断脊髓，头颅互
换，并用一种特殊的黏合剂将
大脑、脊髓神经与新的身体连
接起来。换头后，患者会昏迷
一个月，康复则需要一年。

不过，这种人类换头术也
招致了医学界大量的批评。

美国神经外科医学协会主
席亨特·巴杰称：“我不希望任
何人做这种手术，我也不允许
任何人对我做这种手术，因为
有很多情况会比死亡还糟糕。”

哈尔滨医
科大学的任晓平教
授参与指导了这次手
术。 图片来自网络

据多家西方媒体
报道，意大利神经外
科专家卡纳韦罗17日
宣布，世界首例人类
头部移植手术在遗体
上成功完成，专家
称，这距离未来人类
活体头部移植手术又
近了一步。

据卡纳韦罗介
绍，手术总共持续了
18个小时，成功连接
了切断的脊椎、神
经、组织和血管。他
称，手术很成功，这
是“进行人类活体头
部移植手术之前，最
后阶段的准备工作”。

《俄罗斯报》、英
国《每日电讯报》、福
克斯新闻网等多家西
方媒体都对此进行了
报道。据英国《每日
电讯报》报道，卡纳
韦罗称这一手术是在
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
任晓平教授的指导下
完成的，他曾在2016
年成功进行了猴子换
头手术。

哈尔滨医科大学
教授任晓平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曾表示，他
将这项手术命名为
“异体头身重建术”。
“半个世纪以前，做第
一个心脏移植之前，
也面对着很大的争
论。甚至20年前做手
移植的时候，也面临
着伦理的问题。头移
植可能面临的冲击更
大。”任晓平说。

“遗体头颅移植手术
成 功 ” 的 消 息 传 来 的 同
时，“换头术”所涉及的伦
理问题也再次引发热议。

胡永生就指出，即使
将来头颅移植在科学技术
层面上完全可行了，随之
而 来 的 伦 理 问 题 如 何 解
决？头颅移植后“你”到
底是谁？他认为，目前对
于头颅移植手术一定要保
持头脑清醒，避免浮躁浮
夸，科学探索有意义，过
度宣传无益处。

对此，任晓平表示，
人类的医学发展史就是在
一 个 个 争 议 中 发 展 过 来
的。1953 年第一例肾脏移
植手术，当时学术界、社
会上都批评不应该做，人
应该正常死亡，旁人不能
改变这个历程。第一例心
脏移植也如此，甚至都有
民众递诉状，认为医生不
合 理 、 不 合 法 、 大 逆 不
道。20 年前他到美国参与
的手移植手术去年也被列
入 了 美 国 医 保 法 案 。 他
说，新事物都会有争议，
有争议才会有完善。

“作为医生这是我的
使命，伦理最基本的要素
是生命、生存，没有生命
和生存无法谈伦理。医学
伦理学是为了治病救人。
一个新生事物出现，人们
大 可 以 去 规 范 它 ， 讨 论
它，但是不能阻碍它，历
史证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
阻碍。”任晓平说。

据《人民日报》

“这次所谓的头颅移植手
术是在遗体上进行的，严格意
义上不能称之为手术。”首都
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
科副主任胡永生教授则认为，

“手术应该是指在活体上进行
的操作，在遗体上进行的实际
是解剖或解剖学研究。”

胡永生介绍，当前的医

学技术完全可以做到血管、
神经、肌肉、骨骼的重建吻
合，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离
断后的脊髓如何能够完美地
做到神经再生和功能重建，
国际上还没有突破性的研究
进展，“现在就谈什么活体头
颅移植，实际上没有太多现
实意义。”

“我认为应该先充分地
进行动物实验，手术技术和
神经再生方法得到充分证实
后再考虑人体实验，这样才
是对病人真正负责任的做
法，也更加符合医学伦理。”
胡永生说，“将来，头颅移植
完全有可能成为现实，但现
在还差得太远太远。”

面对争议，任晓平教授在
今年5月接受《科技日报》采
访时表示，目前，人类异体头
身重建术没有具体时间表，没
有确定接受手术的人选，没有
确定手术地点。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
团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相关技
术的前期基础科学研究。“手
术是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做
的。”任晓平对记者说，“经过
长达约18小时的手术，我和团
队成功将一具尸体的头与另一
具尸体的脊椎、血管及神经接
驳。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

有关本次头移植相关的数据、
过程和结果将在美国学术杂志
《SNI（surgical neurology
international）》上发表。”

记者问任晓平，如何证明
这个手术是成功的？

任晓平回答：“既然学术
杂志会刊发论文，就证明手术
做得有学术价值。此前没有人
提出过怎么做，但我们提出来
了，包括怎么切，神经怎么处
理，血管和肌肉怎么处理，在
哪做，为什么这么做等等，这
就是我们的成果。”

“这个手术太重要了，我

们做了原创性、始发性的研
究。有人认为这会是医学领域
上的一块里程碑。比如中枢神
经再生，一直被认为是不可突
破的障碍，这方面研究全世界
一直停滞不前。”任晓平强
调，“人类医学史上头移植史
无前例。我们的手术做了一个
详细的描述和创新性的设计。”

那么，遗体头移植的成功
是否代表着头移植手术可在活
体上施行？任晓平表示，活体
的成功率要做了以后才能知
道，临床前设计的方案之后也
会不断改进。

中国专家：虽存争议，科学家不应回避

换头术引发医学界巨大争议

头颅移植后
“你”到底是谁？

质疑：“遗体手术”仅可视为解剖学研究

世界首例换头术

■争议

被质疑为解剖学研究
当事医生回应是原创性、始发性的研究

在中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