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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究竟多“精荒”？
约3500多名患者需供精

2015年3月17日中午12时已经过了，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一楼候诊
大厅里，仍有众多的病人在等待叫号看病。

门口两个三四岁孩子的嬉戏声，引得大
厅内的刘明夫妇不禁回头凝视，眼神里尽是
对孩子的喜爱，还透着一种强烈的渴望。

自动叫号系统呼唤：“请21号到6号诊室！”
刘明夫妇疾步走向6号诊室，来到了医

生面前。
“妻子没发现问题，丈夫是睾丸生殖功能

障碍导致的无精症，需要到服务台登记排队
等待精子库精子，因妻子输卵管通畅，可以用
精子库精子做人工授精……”医生的一串解
释，刘明夫妇似懂非懂，但他们知道，想要孩
子可能并不容易。

刘明夫妻已经将近40岁。“35岁前，还
没觉得怎样，就是想着晚点要孩子也无所
谓。”刘明坦言，35岁后，随着家庭的压力，他
们夫妻俩开始有点急了。

“我妻子偷偷看过医生，也吃药调理过，
可还是要不上孩子，没想到问题出在我身
上。”刘明脸上显得有些暗淡。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成立
于1994年，是我国第一批通过原卫生部认证
的有资质的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在海
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教授卢伟英
的印象中，刚开始病人远没有这么多，中心的
医生们还都要兼顾妇产科病房的工作。可是
后来，由于环境污染、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不孕不育症明显呈逐年上升趋势，医护
人员不仅全职在中心，还逐渐成为医院里门
诊量最大的科室。

卢伟英介绍，在不孕不育家庭中，男性不
育和女性不孕所占的比例几乎是对等的，另
外还有一部分是男女双方都有问题的，就男
性不育原因，具体来说，包括先天性睾丸发育
不良、后天性炎症（结核）、精索静脉曲张等引
发的生精障碍，附睾疾患、输精管阻塞引发的
输精障碍以及死精子症、精子无能等。其中
需要使用供精患者大约占5-10%。

根据省卫生计生委提供的一份《海南省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发展规划
（2007-2015年）》显示，海南现有育龄夫妇
110万对。适宜生育年龄（20—40岁，约占育
龄人口60％一70％）约70万对。按照发病概
率，约5-7万对夫妇需要寻求医学帮助。

海南现约有3500多名患者需要供精。
因助孕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供精人工授
精仅有20%左右，而使用供精试管婴儿成功
率40%左右，助孕不孕的病人又加入到等待
人群中，因此，等待的病人日渐增多。

排除不治疗以及省外治疗等，仅在海南医
学院附属医院登记等“精”人数不下300人。

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合法获取精子的渠
道也只有一个——人类精子库。而在海南无
人类精子库的前提下，我省等待供精患者只
能向国家精子库或者岛外省份精子库申请。

“一精”到底多难求？
许多夫妻数年等不到

“根据原卫生部的规定，每个省份只能建
一个人类精子库，而现在全国都存在精源供
不应求的情况，通常都只能优先供应给本省
的患者，这导致很多患者一等就是两三年。”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人类精
子库负责人梁培育告诉记者，很多患者在这
漫长的等待中，无奈放弃求子。

卢伟英告诉记者，即便等到了精子，也并
不意味着都能受精成功。在等待精子的过程
中，除了那些放弃的，还有很多患者年龄增
长，也增加了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得子的难度。

2014年9月的一天，当卢伟英教授如往
常埋头为患者诊疗时，一个年过五十的中年
男子带着孩子拨开诊室门口人群，来到卢医
生诊室，和孩子一起给医生深深地鞠了一躬。

卢医生先是愣了，一脸的茫然，但随后便
是感动和欣慰，已经不记得有这么个病人了，
爸爸让孩子回避后说出了他和海医生殖中心
的故事。

中年男人叫徐杰，是个警察，就诊时40
岁了，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年轻和妻子恋爱
时曾怀孕过，当时条件不成熟做了人流，之后
在一次和歹徒搏斗中伤到了睾丸，局部血肿
历时数月才完全消失，就诊经手术确定睾丸
已无法生精，被诊断为无精症，只有通过用其
他人的精子给妻子人工授精，才能圆了他的

“求子梦”。
“去哪里要别人的精子？”海南没有人工

精子库，在医生的指导下，徐杰夫妇完成了系
统检查，按医生的治疗方案在生殖中心服务
台进行了相关登记。

“一天、一个月、一年……”徐杰至今还记
得登记后在家等待的过程是多么漫长。3年！
徐杰夫妇足足等了3年，才接到类似文章开头
那一通电话。“我曾经以为这辈子也许就没有
孩子了，那种感觉真的太难受了。”徐杰说，3
年间他与妻子有多次吵架，差点结束婚姻。

在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进
行了人工授精，才有了孩子。如今孩子聪明
健康，品学兼优，徐杰特意回来谢恩。

而无精症患者，澄迈人王强却没有那么
幸运。等不到国家精子库的精子，王强夫妻
还专程跑到广东去“求精”。1年多的等待终
于有了回音，可惜最终人工授精并没成功。
耗尽家财和精力的王强夫妇，最终选择在绝
望中分手。“妻子太想有个孩子了，再等下去，
她年龄就太大了，我也不想耽误她，离了算
了！”王强的语气中透着说不尽的无奈与无助。

精子库“货源”可靠吗？
生理心理都筛查，淘汰率达80%

2007年海医附院开始筹备建立人工精
子库。2015年1月5日，省卫生计生委组织
国家及省级联合专家组一行对海南医学院附
属医院申请开展人类精子库技术进行现场论
证评审，并通过验收。2015年1月11日，精
子库正式运行，填补我省以往无人类精子库
的空白，节约不孕不育患者在申请使用精子
时等候时间和相关费用。

据了解，精子库除了为不孕不育夫妻提
供帮助外，人类精子库还可以做“生殖保
险”。男子要做化疗、放疗、睾丸肿瘤切除等
手术，或从事高风险行业，这些情况可能会伤
害到精子。这样可把精液进行冷冻保存，将
来让妻子怀孕。

有了精子库，“货源”从哪来？
沿着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一侧的台阶，一直走到五楼。一块并不算大
的招牌揭示出这门后的世界——人类精子
库。初进大门，有一间温馨的咨询室。见到
有女性进来，咨询室里两个搭伴而来的年轻
小伙子，显得格外紧张。

精子库的护士王素嫩负责接待工作，她
告诉记者根据要求供精者的年龄必须在22
岁至45岁之间，在进行捐精前，海医附属医
院人类精子库将对供精者进行健康检查和严
格筛选。“需要严格筛查，有心理问题者也不
能捐精，100人参与体检、捐精、复查的男性
中，一般只有20人达标。人类精子库对供精
者的要求很高、很严。”王素嫩说道。

梁培育介绍，捐精并不是一次就能完成
的，初筛需要2小时，初筛合格到完成体检要一
个月，从体检合格到完成捐精需要2个月，因为
捐精有一个总量要求，一般人都需要8至10次
才能达到总量。捐精完成半年后，供精者需再
次复查艾滋病毒，检验合格后，供精者的精液
将被置于零下196℃的液氮中冷冻保存起来。
同时，供精者将获得共计5500元的补偿。

据了解目前，海南精子库共有50余人
完成了初筛，其中10余名已经正式进入捐精
环节。“现在看起来，来这里的志愿者以大学生
为主，也有少许已经参加工作的人。”王素嫩告
诉记者，志愿者来后询问最多的问题是费用
的领取，也有少部分志愿者并不关心费用，只
是将捐精当做献血一样的公益事业来做。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最早可在今年8月
供给等待受孕的夫妻。”梁培育说，在受孕者
使用精子样本前，工作人员需要先将精子样
本“复活”，主要还是检查精子的活力、密度指
标，如果达不到要求，就不能使用。

精子库如何不“喊饿”？
宣传再宣传，广而告之捐精意义

“精子库告急！”近日，山西、上海、湖北
等地人类精子库先后发出公告，宣称精子存
量紧张。事实上，本是为缺乏精子“不能生”
夫妻供精而建立的精子库，每隔一段时间都
会爆出类似“货源”告急的消息。另外一则
消息，出现的频率也相当高，捐精招募者被
驱逐。

不禁让人担忧，海南该如何保证精子库
不“喊饿”？

事实上，“相较于庞大的不孕不育夫妇需
求量来说，精子库的存量确实严重供不应
求。”国家人类精子库管理学组组长陈振文在
接受采访时说到，精源短缺甚至“一精难求”
的状况是大多数精子库面临的普遍问题。

3月的一个下午，瘦瘦高高的章凯骑着
电动车，再次来到海南大学男生宿舍区。“会
不会被宿管赶出去。”是章凯当天工作能否成
功的第一步。

长着一张学生脸，是这个26岁小伙子招
募捐精志愿者的天然优势。“这样比较容易混
进男生宿舍做宣讲，普及捐精知识。”

章凯曾经是名捐精志愿者，“我在湖南上
大学，一天宿舍里进来了个宣传捐精的人，我
想赚点营养费就去了。”章凯很坦白，“后来湘
雅医院人工精子库的医生问我要不要兼职做
招募者，我没多想接下了这活。”

“2000多名志愿者！”这是章凯在湖南为
之骄傲的业绩，他也因为这份工作而解决了
部分大学学费和生活费的问题。“做着做着就
当做事业了。”章凯大学毕业后竟成了一名专
职捐精志愿者招募人。

“发传单没有太大用处，最好就是能进宿
舍当面跟学生们宣讲，每天下午五点到九点，
这个时间段最好了。”几年时间，章凯总结出
了一套自己的经验，但是被学校驱赶、被学生
推搡、被怀疑是小偷而送进派出所，都曾经历
过。

2012年，章凯来到海南医学院附属医
院，目前该院人工精子库的志愿者招募便是
他在负责。

“海南困难也挺多，这边高校分布很散，
而且学生数量不如内地多。”章凯说，由于捐
精对于海南而言是相对新鲜的事物，社会还
没有脱敏，经常遇到海南大学生“谈精色变”，
根本不接受他的宣讲。

王素嫩坦言，很多有意向的捐精者来询问
补贴的事情，当得知捐精者的补偿并不是一次
性发放，而是分几次发放时，很多都退缩了。

“全国普遍性的问题，我们只能在扩大宣
传面上下大力气，让公众知道这跟献血是一
样的，属公益事业，只是筛选更加严格。”省卫
生计生委妇社处有关工作人员说道，只有扩
大宣传面，让公众更了解捐精的意义，才能招
募更多的志愿者。“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捐精对
于很多家庭，意义有多重大？”

什么阻挡了捐精脚步？
制度漏洞加重伦理担忧

“我了解这个事业，就会觉得捐精也是一
项公益事业，和捐献器官相比，捐精更容易实
现，并且精子库还会提供捐精者一些适当补
贴。”章凯说，社会的包容度不够，公众对捐精
的认知有偏差，于是，志愿者们承受着巨大的
压力，一些人来时甚至戴着口罩。“捐精这项
公益事业任重而道远。”

章凯已经在海口成家，并且有了自己的
孩子，问起他与他所招募的志愿者曾经最大
的顾虑是什么？章凯坦言，是伦理方面的问
题。

据了解，按照国家卫生部的规定，一个供
精者的精液除了自己的后代，仅能让5个妇
女成功受孕（多数国家执行的是一个供者的
精液供10个左右妇女使用，这也使得本身就
匮乏的资源分配起来更加紧张）以防近亲结
婚。但精子库一方面采用“双盲法”管理（捐
献者和使用者之间、捐献者和他的后代之间，
互相都不认识，谁也无权了解精子来源和去
向）；一方面各自为政，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
信息管理系统控制同一捐精者多处捐精。

“在海南，人们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不
少人担心捐精后会出现一些伦理方面的麻
烦。”梁培育说，其实，这样的后顾之忧可以理
解，但也不必过分紧张，因为精子库有一套完
备的保密措施，以确保捐精者、受孕者、用精
单位等三方“互盲”，供精者不需对捐精出生
的孩子负责或抚养。而且，一个男子一生只
能捐一次精子，其身份也将会通过指纹和身
份证系统进行核实，近亲结婚的概率微乎其
微。但梁培育强调，人类精子库的档案至少
会保存70年，通过精子库生出的孩子，将来
婚配时应回到精子库咨询，以防近亲结婚的
情况出现。 （本报海口4月6日讯）

第六步：
6 个月后

再次复查，给
予补贴。

在不孕不育家庭中，男性不育和女性不孕所占

的比例几乎是对等的，其中需要使用供精患者大约

占5%—10%，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男女双方

都有问题的。

根据省卫生计生委提供的《海南省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发展规划（2007 年-2015

年）》显示，海南现有育龄夫妇110万对。适宜

生育年龄（20岁—40岁）约70万对。按照发病概

率，约5万—7万对夫妇需要寻求医学帮助。

海南现约有3500多名患者需要供精，排除

不治疗以及省外治疗等因素，仅在海南医学院附属

医院登记的“等精人”不下300人。

关于海南精子库 问5
■ 本报记者 马珂

“喂，您好，这里是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您向国家精子库申请的精子已经有了回复……”
“谢谢，不好意思，我和妻子已经离婚了，不需要了。”接着，电话里只留下一串“嘟嘟嘟嘟嘟……”
“这对不孕不育的夫妻等精子已经等了2年，很可惜他们的家庭没有维系下去。唉！”3月23日，海医附院生殖医学中心

主任医师、教授卢伟英拿着电话不禁叹了口气。在中心工作近20年，这样的叹息，在卢伟英的记忆里多得数不清。
孩子是维系家庭的纽带，在海南，海南医学院生殖中心是获审批的唯一具有使用供精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资质的生殖

中心，但由于海南没有人类精子库，所需精源均来自省外精子库，而每一家精子库精子都极紧张，每年能供应到海南的精子
少之又少，远远不能满足病人需要。对于海南无精症患者，“一精难求”的困惑令他们其中一些不得不踏上岛外“求精”的艰
辛路，也有一些因为看不到希望，而导致家庭失和破碎。

2015年1月11日，海南首家人类精子库正式运行。这家“精子银行“的建立给目前省内300多个正排队等待供精的无
子家庭带来了“新生”的希望。

如今海南人类精子库运行已经近3个月，到底能否改变海南“精荒”的过去？又是哪些人成为捐精的人群？是谁将志愿
者引上捐精之路？海南日报近日做了深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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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保密原则，文中
病人、捐精志愿者均为化名）

捐精基本流程
第一步：
进行捐精咨

询，可电话预约
体检时间。

第二步：
精液检查与身

体检查，合格后抽
血化验，约 7 天至
10天出报告，电话
或短信通知预约下
次体检时间。

第三步：
以上检查合

格者进行染色体
检查（抽血）。

第四步：
全部检查项目

均正常者开始捐精，
捐精前签订知情同
意书。

第五步：
每5天至7天

前来捐精一次，约
6次至10次，最多
12次，每次均给予
补贴。

海南缺精现状

捐精期间
注意事项

（1）不吸烟，不喝
酒、浓茶、碳酸饮料，不
吃槟榔等。

（2）保持正常睡
眠，精神放松心情愉
悦。

（3）不 能 生 病 ，
不能服用或注射药
物。

（4）来精子库捐
精前需禁欲（未排过
精）4-5天。

运行近三个月的海南人类精子库。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