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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5

探访内蒙古“精子银行”
没有生育能力是困扰

个别家庭的一个问题，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家庭
的幸福和美满，随着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水平的提
高，通过精子捐献，可以解
决无精子症、极少数重度
少、弱精子症患者的生育
需求。2012年11月12日，本
报报道了自治区唯一一家
人类精子库在赤峰市通过
专家组评审，它的建成不
但填补了内蒙古没有人类
精子库的空白，同时也成
为全国第16家、少数民族
地区第一家拥有精子库的
地区。这座人类精子库从
无到有走过了近6年的时
间，为不孕家庭圆了天伦
之乐的梦想，取得了良好
社会效益。7月19日，记者
探访了这座在大众看来颇
具神秘色彩的人类精子
库，揭开这里的神秘面纱。

内蒙古人类精子库位
于赤峰市红山区长青街与
新华路十字路口西北角的
一幢4层楼里。走进一楼大
厅，沿着通道标志一直往
里走，很容易地就找到了
这座位于城市闹市之中的
人类精子库，精子库门口，
一块黄色牌匾上用蒙、汉、
英3种文字书写着：内蒙古
人类精子库。

走进精子库，可以看
到一个走廊左侧，有一扇
对开塑钢玻璃大门紧紧地
关闭，内蒙古人类精子库
主任宫桂花告诉记者，这
扇大门里，就是严格进行
无菌操作的精子库实验室
和精液冷冻库，进入这里
的医务人员都要进行严格
的消毒工作。由于记者是
非医疗人员，宫桂花抱歉
地告诉记者，只能通过玻
璃门看到里面，不能进入
采访。宫桂花说：“精子库
占地面积200余平方米，拥
有程序降温仪、恒温培养
箱、超净工作台、相差显微
镜、生物安全柜等一系列
高精密仪器设备，拥有7名
高中级技术人员参与日常
工作，分别负责精液采集、
冷冻保存、外供和档案管
理等工作。”

走过实验室，里面是
一间宽敞的休息大厅，摆
放着沙发、茶几和电视，这
是专门为捐献和咨询人员
提供休息的地方。在休息
大厅西侧，设置了一个初
筛实验室和两个采精室，
采精室是一个不足10平方
米的小房间，室内放置了

一张单人床和洗手池、医
疗废物箱、精液投递窗口
等装置，捐献者就是在这
个封闭的空间里完成精子
采集的。

捐献精子，并不是简
简单单的提取精子，再冷
冻保存，而是要经过严格
的筛选和实验室检验工
作，达到国家规定的5个指
标，才能成为捐精者。精子
库实验室工作人员赫艳波
一边介绍初筛实验室里的
医疗检验设备，一边介绍
着精子捐献的规范流程。

按照国家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年龄在
22~45周岁、身体健康的男
性公民均可参加供精者筛
选。捐献精子完全出于自
愿，经体检和实验室检验
达到供精者健康标准，就
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捐精
者。想要捐献精子的人初
次来到精子库以后，工作
人员首先会向捐精的志愿

者宣讲捐精原因、精液的
用途以及捐精所需的注意
事项等，及时解答志愿者
提出的各种问题，得到志
愿者同意后，精子库工作
人员首先与他们签署知情
同意书，然后安排捐精者
进行必要的体格检查和生
殖器官查体以及个人详细
信息录入。

精子库管理系统将实
时自动生成捐精者身份编
码，捐精者进入取精室进
行精液自取，完成后放置
于专业投递窗口，就意味
着首次捐精过程结束。接
受志愿者精液后，工作人
员会将精液放入37℃水浴
箱中进行液化，10~30分钟
后采用人工方法计算精子
活力、精子浓度等筛查，检
测完成后将精液检测结果
录入精子库管理系统。捐
精者通过精液筛查后，要
进行血常规检查、血型鉴
定、传染病检查、优生优育

检查以及遗传学检查等多
项实验室检查，全部检查
合格后，就可进入正式捐
精过程。

合格的精液放至水浴
箱中进行计时液化，对精
子的浓度、活力进行计数
统计，加入保护液进行充
分混匀，将混匀的精液分
装于标有2ml刻度的冷冻
管内，再放入液氮罐中按
梯度冷冻，35分钟后复苏
其中的冷冻精液管，当精
子活力>40%，复苏率达到
60%时，就可将精液整理入
库。捐精者停止捐精6个月
后，精子库工作人员还要
对其进行乙肝、丙肝、梅
毒、艾滋病等多项传染病
的复查，复查合格后的精
液才能进入供精发放程
序。

赫艳波说：“为了保证
精液的质量，捐精者采集
精液的次数一般需要经过
数次才能完成，他们要到

精子库数次进行精子采
集，这给捐献者带来了一
些麻烦，但捐献者大都能
克服困难，认真完成捐献
采集。”

由于精子捐献涉及人
类伦理，2001年8月1日起
施行的《人类精子库管理
办法》和《卫生部关于修
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
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
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
的通知》中要求，精子捐
献者和被捐献者之间的
身份完全是保密的，宫桂
花说：“这是互盲原则，供
方与受方夫妇要保持互
盲、供方与医务人员保持
互盲、供方与后代保持互
盲。捐献者捐献前，医务
人员就会告知捐赠者不
可查询受者及其后代的
一切信息，并签署书面知
情同意书。”

在内蒙古人类精子
库，记者见到了用于记录
精子筛查情况的登记册，
这上面记录的只是一组组
的编码代号和日期，以及
检查结果的记录，没有捐
献者的任何个人信息。

宫桂花说：“对于捐精
者的信息，人类精子库实
行严格保密措施，当捐献
的每份精液进入计算机管
理系统后，将隐匿其姓名
和其他身份资料，只有密
码代号，受捐者不会知道
捐精者是谁，同时捐精者
也不知道使用者及子代的
任何信息，两者之间不存
在责任和义务，对多数精
子库工作人员来讲，他们
接触的也只是一个个编
号，而无法看到捐献者的
姓名，对所有的电子记录
和纸质记录，精子库一同
放入档案室进行永久保
存。”

内蒙古人类精子库严
格审核用精机构的资质，
根据用精申请控制精液的
发放数量，每位捐精者精
液外供后，最多只能提供
给5名妇女妊娠。

人类精子库也可以称
作为“精子银行”，它的作
用并不局限于精子捐献，
解决他人不育难题，对于
一个普通的个人来讲，将
精液储藏于“精子银行”
里，到需要的时候再提取
使用，会起到“生殖保险”
的作用。

宫桂花给记者做了一
个形象的介绍，如果一个
人的年龄、生殖状态处于

最佳时期，但他由于各种
原因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生
儿育女，就可以将他最好
时期的精子提取出来，储
藏于精子库中，到他想要
孩子的时候，就可以使用
最好时期的精子来繁衍后
代。又比如，有人得了某种
疾病，会伤及到他的生育
功能或者精子质量，他就
可以在治疗疾病前，提取
精子储藏于精子库中，使
他保存繁衍后代的能力和
质量。

人类精子库对于治疗
不育、优生优育、提高人口
素质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
用。

宫桂花说，内蒙古人
类精子库作为第一家少数
民族地区人类精子库，从
建立那一天起，就肩负着
更有民族特色的人类精子
采集储存责任。在每年的
捐献者中，蒙古族等少数
民族捐献者的数量能占到
1/3左右，而且还在继续增
加。

“和全国乃至世界范
围的趋势一样，内蒙古地
区不孕不育症患者数量在
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对
于精子捐献的需求也逐年
增加，精子捐献处于严重
的供不应求局面，大约只
能满足1/10患者的需求。”
宫桂花说。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
到，一方面是不孕不育患
者对精子捐献需求量的逐
年增加，另一方面却出现
了捐献者数量下滑的现
象。宫桂花坦言：“这与宣
传力度不够和相关知识普
及不足有关。”2018年以
来，由于管理部门对广告
宣传，尤其是网络广告宣
传的严格管控，内蒙古人
类精子库的广告宣传中由
于出现“精子”等涉黄敏感
词语，受到了管理部门限
制，一些广告宣传基本无
法发布，捐献者数量下滑
明显。

为了摆脱广告宣传不
足的尴尬局面，内蒙古人
类精子库在赤峰市中心城
区的公交车上投放了视频
广告，但收效不明显。“大
部分的捐献者都是通过网
络了解到精子捐献这一公
益行为的，现在网络宣传
被限制，使捐献者数量大
幅减少，希望管理机关，能
够为精子捐献开辟一条绿
色广告宣传通道。”宫桂花
说。

文·摄影/本报记者 汤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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