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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万克隆宠物狗？专家认为没必要
克隆细胞在活体动物和已死亡动物中均可提取

并非与被克隆宠物完全相同不能延续记忆

近日，
在抖音、
哔哩哔哩、
小红书等网络分享平台上，
有不少网友分享了克隆宠物的日记、
视频，
有网友在看过分享内容后留言称，
想借宠物克隆让自己的宠物永远陪在身边。
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
宠物克隆早已作为商品在网店中销售。据客服所述，
现在有不少人选择在宠物生前将宠物的细胞提取储存，
在宠物去世后启用储存细胞进行宠物
克隆。宠物克隆的周期约 10 个月，
价格根据宠物品种，
从 25 万元到 38 万元不等。

争议
网友分享克隆宠物犬过程
有人支持有人认为浪费钱
在网络分享平台小红书上，上海网友
玥玥发布了关于其将家中已故爱犬 nini
进行克隆的日记。据玥玥所述，她的宠物
狗 nini 是在 2018 年 10 月 9 日去世的，在
nini 去世前，她就已经决定要克隆一只
nini 继续陪伴她，
并提取了 DNA。
在宠物狗 nini 去世后的第 4 天，
10 月
13 日，玥玥得到消息，确认将克隆 nini 植
入代孕犬进行受孕。2 月 15 日，玥玥在她
的生日时收到了已经 2 个月大的克隆
nini。在看到克隆的 nini 后，玥玥称，
“虽
然新克隆出的狗已经不是原来的 nini 了，
但是，在看到新 nini 后，我会回忆起许多
nini 的过往。
”
除了玥玥分享了自己克隆 nini 的过
程外，北青报记者发现，在其他网络平台
中，也有网友将克隆宠物的过程进行记录
并分享。而这些宠物主人之所以选择克
隆宠物，原因大多是想让克隆出来的宠物
延续逝去宠物的生命，
永远陪伴自己。
在宠物克隆风靡的同时，有网友认

克隆顾问称，目前，实验室可以进行
宠物猫和宠物犬两种动物的克隆，
“ 克隆
宠物狗需要 38 万元，克隆猫需要 25 万
元。”宠物克隆从取样到交付用时约 10 个
月的时间，待克隆好的宠物长至 2 个月大
的时候交付给主人。据介绍，克隆出的
宠物，并非与提取细胞的宠物完全相同，
但克隆动物和被克隆的宠物具有一致的
基因序列，因此与基因有关的性状都会
一 致 ，比 如 外 形 、身 体 结 构 、先 天 能 力
等。克隆动物天生的脾气秉性和被克隆
者一致，也可能会因为成长的后天环境
不同而发生变化，且克隆动物没有被克
隆动物的记忆。
据该顾问所述，克隆宠物是将被克隆
宠物的体细胞移植入去除细胞核的卵母
细胞中，进行细胞融合，构建克隆胚胎，然
后将克隆胚胎移植入代孕母体内发育成
新个体的过程。克隆宠物具有与体细胞
来源个体相同基因组序列信息。截至目
前，该店已经成功交付了超过 20 只的克
隆宠物。
对于是否需要相关文件证明克隆宠
物是合法存在的，克隆顾问则表示，
“这不
是人，宠物克隆是不需要证明的，如果需
要也不会商业化。
”

在一些网络分享平台上，
有网友分享克隆宠物的日记、
视频
为，用这种方式让死去宠物的
“生命”延续
是件好事，也有网友认为，就算是克隆了
模样，
但是记忆是无法克隆的，
是浪费钱。

调查
活的和已故宠物都能提取细胞
价格从 25 万到 38 万不等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宠物克隆早些年
就已在日本、韩国等国家风靡，近年来，中

国也有了宠物克隆。北青报记者调查发
现，在一些网购平台中，就有商家上架了
宠物克隆服务。
北青报记者随机选取了一家声称可
做宠物克隆的网店进行咨询，网店的克隆
顾问介绍，宠物克隆是在一家位于北京的
生物实验室进行，宠物克隆细胞可在活体
动物和已死亡的动物中提取。如动物死
亡，需用湿毛巾包裹并保存在 2-8 摄氏度
的冰箱中。并联系实验室的技术人员上
门取样。

90 后小伙穿越羌塘无人区 失联超 30 天
当地警方正在搜寻
今年 3 月，90 后小伙与女友及另一名
徒步爱好者组队进入羌塘无人区徒步穿
越，进无人区十天后，小伙突然抛下队友，
自行离队、独自前行，目前失联已三十余
天。目前，当地警方正在搜寻小伙中，小
伙的父亲也在赶往西藏的路上。

分手
进入羌塘无人区后
90 后小伙离队独行
3 月 5 日，徒步爱好者李志森、冯浩与
林夕组队，
在羌塘无人区入口附近，
开始穿
越无人区。羌塘无人区为中国四大无人区
之一，
环境艰险，
被称为
“人类的禁区”
。
这次穿越无人区，
李志森是第三次，
林
夕是第二次。林夕的男朋友冯浩是后来加
入队伍的，此前他有攀登技术型雪山的经
历，
但并没有穿越羌塘无人区的经历。
在 3 月 5 日至 3 月 14 日期间，冯浩曾

旅友希望有实力的救援队提供帮助

因速度问题掉队。3 月 15 日，冯浩自行离
队，从结冰的湖面上独行，抛下岸上的两
名队友，从他们视线中消失。
冯浩离开时，林夕曾拉着冯浩的单车
劝阻他，但冯浩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看
着冯浩的背影，林夕坐在地上大哭。当时
正赶上风暴，林夕不放心冯浩，便向着冯
浩离开的方向追寻。李志森回忆，冯浩上
湖面的地点距离他们两到三公里，林夕追
的路线与冯浩不同，林夕这边的冰薄，盐
碱度高，刚走上去几步，她就跌进融化的
浅水区，吓得她赶紧上岸。
等林夕上岸，
冯浩已经距离她有将近六
至七公里，
消失在林夕的视线以外。此时的林
夕距离李志森1.5公里左右，
因为帐篷坏了，
她
一哭边、
一边回头找李志森。林夕哭着问李志
森为什么，
李志森也傻了，
不知道说什么。
冯浩的突然离开，令李志森非常意
外。但看到冯浩走向了保护站方向（不到
一天路程），
他放心了一些。按照三人的原
有速度，
李志森想着，
应该可以追上冯浩。

意外
没能在约好的出口处会合
小伙失联已超 30 天

搜救
当地警方正在搜寻失联小伙中
希望有实力的救援队提供帮助

随后，李志森、林夕继续按照原计划
前进。4 月 16 日，二人结束羌塘无人区艰
难的 1500 公里的穿越。
令二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并没有在
出口见到冯浩。出发前，三人曾约定，如
果中途走散，
4 月 23 日在出口处相见。
“我和冯浩不太熟，
他大概是 90 年的，
加入队伍后才见过几次，
总体感觉人不错，
我们相处也很融洽。
”
李志森说，
“出发前我
还问过他一些东西，他的户外知识比我都
多。离队时，他的装备要比我和林夕全。
有些公共的装备也在他那，比如大的打气
筒、补胎工具、部分扳手，还有林夕的十包
大米。
”
截至发稿时，
冯浩已失联超过 30 天。

冯浩失踪 33 天后，李志森、林夕向警
方报警。
4 月 22 日，李志森与朋友从阿里方向
深入 300 公里，寻找冯浩的车辙走向，林
夕和朋友从玛曲乡深入 300 公里左右搜
寻。
“我会积极参与搜寻，做我能做的。由
于西藏这边救援队救援能力有限，所以我
希望有实力的救援队可以提供帮助。”李
志森说。
4 月 25 日，北青报记者就此事咨询西
藏自治区阿里日土县公安局，工作人员称
在接到报警人的求助后，相关部门正在帮
助报警人寻找失联的冯浩。
冯浩失联后，李志森想办法与冯浩父
亲取得联系。目前，冯浩父亲正在赶往西
藏的路上。 文/本报记者 李涛 张夕

抓贼致贼死 男子已被取保候审称
“不后悔”
被指控过失杀人
56 岁的陈宇（化名）一家怎么都没有
想到，
中规中矩活了大半辈子的陈宇，
会因
为在自己家中抓贼，
致贼死亡而摊上官司。
2018 年 7 月 10 日陈宇和儿子在库房
卸鸡蛋时，发现一陌生人黄兰（化名）躲藏
在仓库的厕所内，因陈宇怀疑黄兰是小
偷，遂擒住对方并报警。
警察赶到后发现黄兰已经脉弱微弱，
医生到达后宣布黄兰死亡。据桂林市公
安局象山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
“死
者符合胸腹部受到挤压及心脏病导致急
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死亡。”
2019年2月28日，
广西桂林市象山区
检察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陈宇提起公诉。

事件
晚间家中仓库进了人
抓贼致贼突然身亡
李玉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2018 年 7
月 10 日那天，
李玉并没有如往常一样和丈
夫一起在他们租的桂林西门菜市干活，而
是在从老家赶回来的路上。但是，就在那
天，发生了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事发
后，李玉从丈夫和儿子处了解到了当晚的
整个过程。
晚上 7 点多的时候，陈宇带着儿子陈
炎拉了货回来，卸货的过程中，陈宇想上
厕所，就进到仓库里面的厕所。刚走到门
口他就看到了躲在里面的黄兰，
“ 因为根
本不认识，我老公就问他，
‘ 你怎么进来
的？你进来干什么？’黄兰回答说，他没干
什么，
‘我没偷东西’。”之后黄兰就想溜出
去，但是陈宇不让，就拉黄兰。
在撕扯的过程中，黄兰不知怎么就踩
到了陈宇家库房一角放的碎蛋，然后摔倒
了，
“我老公也跟着一起倒了。倒的时候，
我老公摔在他身上，就两个人交叉地叠在
一起。顺势，我老公就把黄兰按在那里，

死者家属索赔 81 万

让儿子报警。
”
一听到报警，黄兰开始一边猛烈挣扎
一边叫喊，
“我要是进去了，关不了多久也
会马上出来的。你是做生意的，我知道你
在这里，我肯定要来找你麻烦。”在此过程
中，黄兰挣扎得很强烈，还隔着衣服咬了
陈宇，眼看着控制不住黄兰，陈宇便囫囵
地打了几下在黄兰的头上，黄兰才不挣扎
得那么厉害。
李玉说，在等待警察来的 20 多分钟
里，黄兰曾有三次说自己不舒服，呼吸难
受。陈宇也松开了他两次，但每次松开他
都想要逃走。
“我老公说，他哪里晓得黄兰
真的有病，前两次都信了黄兰，他都要跑，
第三次哪里还敢相信他。”
在此期间，因为黄兰多次挣扎，陈宇
让陈炎再次拨打了报警电话。因为黄兰
挣扎得太过厉害，陈宇便让陈炎拿来铁
棍，敲打黄兰的腿。陈炎打了几下后，陈
宇告诉黄兰不要再挣扎了，
等警察来。
警察赶到后，试图让黄兰起来，但是
发现他没有动，
“警察摸了脉，说是已经很
弱了，就叫了 120。”待医护人员赶到后，
黄兰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进展
案件两次被检察院退回
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起诉
黄兰死亡后，根据桂林市公安局象山
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死者黄兰符合
胸腹部受到挤压及心脏病导致急性呼吸
循环功能障碍而死亡。
2018 年 7 月 11 日，陈宇涉嫌故意伤
害罪，被桂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刑事拘
留。同年，7 月 17 日，桂林市象山区人
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随后陈宇被取保
候审。
2018 年 8 月末，
陈宇再次被羁押。同

律师称起诉书中未确定死者的违法行为
年 9 月 12 日，
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检察院不
批准逮捕，
随后陈宇再次被取保候审。
2018 年 11 月 23 日，桂林市公安局象
山分局侦查终结，以陈宇涉嫌故意伤害罪
将案件移送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检察院。
2019 年 2 月 12 日，检察机关因证据
不足延长审查起诉时间 15 日。2019 年 2
月 28 日，桂林市象山区检察院以过失致
人死亡罪对陈宇提起公诉。
这一结果让陈宇一家怎么都无法接
受，李玉说，
“ 我怎么都想不通，我老公是
在自己家里抓来偷东西的小偷，但是小偷
因为身体原因死了，我们却要坐牢赔钱。”
而且，在出事后，他们家的生意也处于瘫
痪状态，
“我不会开车，但是取货送货都要
开车，我老公现在被抓进去，就等于家里
的经济来源断了。现在，连基本的生活开
销都快负担不起了。
”
李玉还表示，2019 年 3 月 15 日，在陈
宇被第三次羁押后，李玉和陈炎就再也没
见到过他。为了丈夫的官司，家境并不殷
实的李玉给丈夫请了律师，而至今，律师
也未能见到陈宇的面。

纠结
死者家属提出 81 万赔偿
两次庭前调解不欢而散
4 月 16 日，黄兰和陈宇双方的家属在
庭前民事调解会上第一次见了面。调解
会上，黄兰的家属提出一份《刑事附带民
事起诉状》“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人赔偿丧
葬费 33228 元，家属参加后事的合理支出
10000 元、死亡赔偿金 692980 元、被抚养
生活费 25130 元、精神抚慰金 50000 元，
共计 811330 元。
”
对此，
李玉表示，
自己只能支付 3 万元
丧葬费。而黄兰的家属则称最少也要给出
诉讼状上6折的赔偿金。李玉没有接受。

4 月 25 日下午，双方再次在庭前民事
调解会上见了面。这一次，黄兰的家属将
赔偿降到了 20 万元。而李玉则表示最多
只能给 6 万元，
“ 答应给钱也是因为他们
家人死在了我家，我出于人道和同情才给
的，
说赔偿？我不承认。
”
而陈宇的律师柳律师则告诉北青报
记者，他认为黄兰家“没诚意”，所提出的
赔偿完全超出了当地的标准，甚至想自己
家里一点责任都不负。至此，两次庭前民
事调解会都以协议未达成告终。

最新
涉案男子已被取保候审
称心态平静不后悔
柳律师告诉北青报记者，法院提出
“过失致人死亡”，这一点陈宇这一方没有
异议，但是原告家属不同意公诉机关指控
的
“过失致使他人死亡罪”。
柳律师认为，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晚
间一个陌生人闯入自己家中，第一反应就
是此人是小偷，抓人是很正常的。从黄兰
的种种行为可证明入室就是为了偷盗。
但这一点在起诉书中一点都没有表现，
“没有确认黄兰的违法行为，所以必须要
在庭上就这一点进行辩护说明才行。”
现在，李玉只希望法院尽快将开庭的
时间定下来，能够让这件事结束，让家庭
回归平静。
25 日晚，北青报记者从李玉处得知，
陈宇已于 25 日下午取保候审，现在已经
回到家中。面对因抓贼致贼死亡被指过
失杀人一事，陈宇告诉北青报记者，一直
以来，他的心态都很平静，
“刚开始有过后
悔，因为出了这事影响到了家中的买卖。
后来再回想，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我
仍然不会放贼走，
还会自己亲手抓贼。”
文/本报记者 王天琪

声音
不能延续记忆相当于全新宠物
非特定情况不提倡克隆宠物
对于宠物克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
教授文军认为，如果是出于对特定人群、
特定疾病的治疗方面所需，宠物克隆是可
提倡的。但克隆本身在医学和社会伦理
上就有很大的争议存在，单纯的克隆可能
会影响到自然的法则。这种克隆一般情
况下是不应予以支持的，除非一些特定情
况，
“例如现在有一些患者，需要依靠宠物
进行治疗，那么，在陪伴他的宠物衰老、去
世前，如果不能找到其他方式进行替代治
疗，那么，克隆一只长相相同的宠物，可能
会对患者有一定的帮助。”文军认为，对于
这种特定情况，
宠物克隆是应该提倡的。
文军认为，如果宠物的主人花钱克隆
宠物，只是单纯想在宠物离世后减轻自己
的悲伤，
延续对逝去宠物的情感，
则是完全
没有必要的，
“哀思和想念是可以依靠其他
方式去化解的，而且克隆出来的宠物其实
就是一只DNA相同的宠物，
并没有之前宠
物的记忆，
这就相当于一只全新的宠物，
所
以没有必要花高昂的价格来克隆。”文军
说。文/本报记者 王天琪 统筹/池海波

明确陪审制适用范围
杜绝“驻庭陪审员”
本报讯（记者 孟亚旭）4 月 25 日下
午，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人
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工作办法》，
《解
释》和《办法》将在今年 5 月 1 日施行。
去年 4 月 27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并于当日公布施
行。据最高法政治部主任马世忠介绍，最
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财政部共同研究制
定人民陪审员法相关司法解释和配套规
范性文件。
“截至目前，全国共新选出人民陪审
员近 12 万人，加上原来选任、尚未到期的
人民陪审员共计 30 余万人。”他表示，
《人
民陪审员经费保障和管理办法》由最高人
民法院、司法部、财政部共同研究制定。
目前，该办法已经起草完成，正等待上述
几家单位会签，
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
最高法政治部法官管理部部长陈海
光在发布会上说，过去，在少数法院确实
存在“驻庭陪审”
“ 编外法官”的现象。此
次发布的《解释》明确了排除适用陪审制
的案件范围。
《解释》就陪审员参加评议的程序保
障作出规定，合议庭评议案件时，先由承
办法官介绍案件涉及的相关法律、证据规
则，然后由陪审员和法官依次发表意见，
审判长最后发表意见并总结合议庭意见。

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去年 5627 人被批捕
本报讯（记者 孟亚旭）最高检检察
委员会委员、第四检察厅厅长郑新俭在 4
月 25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2018 年，
检
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 案 件 3306 件 5627 人 ，同 比 均 上 升
31.7%；提起公诉 4458 件 8325 人，同比分
别上升 21.3%和 22.3%。
据悉，批捕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
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等侵犯商标权
犯罪 3100 件 5266 人，起诉 4136 件 7741
人；批捕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
罪等侵犯著作权犯罪 107 件 174 人，起诉
145 件 304 人；批捕侵犯商业秘密罪 28 件
53 人，起诉 27 件 56 人；批捕数罪或他罪
中含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70 件 133 人，
提起
公诉 147 件 220 人。
“侵犯商标权犯罪案件占侵犯知识产
权犯罪案件的 90%以上，
涉及烟酒、食品、
服帽、化妆品、数码产品等多个领域。其
中，高档烟酒、服饰等由于利润高、门槛
低，
成为制假售假者的首选。
”郑新俭说。
在提到知识产权犯罪的特点时，郑新
俭说，犯罪分子采取各种手段蒙蔽经销商
和消费者，如利用假许可文件、假包装、假
批号、假海关证明等蒙骗经营者和消费
者，
侵权产品极具迷惑性，
难以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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