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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协和医院筹建母乳库 捐赠难题待破解
■ 本报记者 皮磊

8 月以来，“母乳快闪” 活动
出现在北京、广州、成都、长沙、
济南等多个地方的公众场合。 作
为对“世界母乳喂养周”的响应，
妈妈们希望通过活动让更多的
人关注“母乳喂养”。

母乳不仅是婴儿成长过程
中最好的食物，对于某些患儿来
说，还是一种很好的“药物”：母
乳独有的营养成分可以有效增
强病弱婴儿的免疫能力，提高其
存活率，比配方奶、药品更有效。

正因为这样，为了帮助这些
孩子，使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母
乳喂养，很多国家都建立了非营
利性的母乳库，收集爱心妈妈捐
赠的富余母乳，帮助那些有需要
的孩子。

2013 年，中国内地首家公益
母乳库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
中心成立。 此后，上海、南京、东
莞等地先后建立了母乳库，北京
协和医院也正在筹建北京市第
一家公立医院母乳库。

由于母乳库的建设才刚刚
起步，国内的母乳捐赠还面临着
观念认识不到位、母乳库运营困
难等多种问题，亟待解决。

新生事物的喜与忧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早产儿
出生率为 7%至 8%， 每年大概有
110 万名，占全世界的第二位。据
医生介绍， 母乳是婴儿尤其是 6
个月之内的婴儿最合适的食物，
特别是对早产婴儿来说尤为重
要。 因为越早产的早产儿，各个
器官系统功能越是不成熟，而早
产儿的母亲往往由于生理上还
没有准备好泌乳，没有母乳给自
己的孩子吃。

此外，除了早产儿，另一种
无法用奶粉代替母乳喂养的婴
儿， 也就是患有疾病的孩子，比
如患有各类先天性消化道疾病、
患有短肠综合征的孩子，都非常
需要母乳。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
究表示，如果从出生到六个月内
能够接受母乳喂养，那么每年将
有 80 万名婴儿免于死亡。

正是考虑到庞大的需求，目
前国内一些医院也在探索建立
母乳库。 从 2013 年国内第一家
母乳库———广州市妇儿医疗中
心母乳库（以下简称广州母乳
库）正式开放，到目前正在筹建
的协和医院母乳库，全国范围内
已有十余家母乳库。 在广东新闻

广播知名主持人、中国第一个母
乳库的 001 号母乳捐献者、母乳
爱志愿服务队队长徐靓看来，母
乳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救命的
“药物”。

“之前有一个孩子， 手术后
肚子上的伤口迟迟不能愈合，身
体状态也越来越差。 后来在医生
的建议下，孩子接受了捐赠的母
乳，伤口很快愈合，体重也慢慢
增长。 ”徐靓介绍，母乳捐赠的重
要作用也得到了很多爱心妈妈
的认可。

徐靓还向记者介绍了一位
特别支持母乳捐赠的志愿者。 周
小渝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
心口腔科的医生，也是母乳库的
母乳捐赠冠军。 宝宝出生之后她
的母乳特别充足，从宝宝出生第
四天就开始捐献母乳，百日后几
乎每天都要捐一两次，最多的一
天捐出母乳 1000 毫升。 在 10 个
月内， 周小渝捐赠次数 321 次，
捐赠量达到 13.6 万毫升，救治过
医院过半数的患病婴儿。

不过，由于母乳库的建设在
国内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此并不
了解，对于母乳捐赠也持有不同
的看法。 有的妈妈表示在保证自
己孩子需求的情况下，会考虑捐
赠母乳，但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
食用其他妈妈的母乳；有的妈妈
则明确表示不会捐赠母乳，担心
母乳不够会影响自己的孩子。

徐靓表示， 对于国人来说，
母乳捐赠的概念还是太新，“除
了来自家庭的阻力，很多人不能
接受母乳捐赠，一方面是因为宣
传上不到位，大家对母乳产生及
相关知识不了解，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对母乳捐赠的流程不了解，
担心产生健康隐患。 ”

捐赠者、捐赠量严重不足

如何招募更多的捐赠者、保
证捐赠量成为母乳捐赠的一大
难点。

为保证所取母乳安全健康，母
乳库会对捐赠者做严格检查，要求
捐助者首先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且没有长期的药物治疗史及近半
年内无血制品输注史。 据了解，母
乳库的工作人员会跟每一位前来
捐乳的妈妈交谈，了解其基本情况
和生活状态。 同时要做血液检查，
确定是否感染HIV、乙肝、丙肝、梅
毒等病毒，只有血液检查合格的妈
妈的母乳才可使用。

此外，由于救助的孩子大部
分都是几个月大甚至是新生儿，
需要同月龄或小月龄的母乳，这
要求捐乳妈妈是在产后 10 个月
的哺乳期内。 为防止过程中出现
污染，目前母乳库都要求捐赠者
到现场捐赠， 而由于孩子太小、
交通等现实状况，这一点也限制
了很多爱心妈妈的脚步。

从六月份到现在，上海市首
家母乳库母乳捐赠者大概有 140
位， 目前收集的母乳将近 20 万
毫升，已经接受母乳库母乳的患
儿有 8 个。 但整体而言，母乳库
的运营仍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
广州母乳库捐赠量只达院内需
求量的 10%；南京母乳库运营一
年后，只有 300 多名妈妈上门捐
赠；东莞市儿童医院母乳库建成
一年以来甚至无人问津……

对此，徐靓表示，建设母乳
库首先考虑供需，即医院方面有
充足的捐献者，也就是新生儿妈
妈；第二要有捐赠的对象，即需
要母乳的患儿；第三要找到合适
的运作模式， 此外还要加强宣
传，改变旧有观念，让大家认识
到母乳捐赠的价值。

公益组织支持运营的尝试

除了观念的问题，对于医院
来说，母乳库的运营成本也是一
个很大的问题。

今年 6 月，上海市首家母乳
库在上海市儿童医院揭牌启用。
这家母乳库是上海市加强公共
卫生体系三年行动计划（2015-
2017 年）示范项目，首批经费由
政府投入。 上海市儿童医院消化
科王怡仲告诉记者，整个流程下
来， 捐赠母乳的人均成本在 600
元左右。 据王怡仲了解，国内首
家母乳库———广州母乳库运行
三年来，每年的运行经费高达 50
万元，1 毫升母乳的管理成本接
近 2 元，“所以长期来看母乳库
运营也存在很多困难。 我们非常
希望政府层面有更多的资金支
持；同时也希望有更多来自社会
的支持，比如公益组织、个人或
企业等，共同支持母乳库这一公
益项目的发展。 ”而由于资金的
问题，目前大多数母乳库并没有
专职工作人员，基本有医生和护
士兼职管理。

2013 年，徐靓发起了大爱有
声母乳爱公益项目，下设母乳爱
基金和母乳爱志愿服务队，致力
于推广母乳喂养和母乳捐赠。
2014 年，她和团队注册了民办非
企业———母乳爱公益服务中心，
帮助母乳库招募捐赠者、募集资
金。 目前广州母乳库购买奶瓶、
导管等耗材的经费都由母乳爱
基金负责筹集，而耗材占了母乳
库运营经费的很大一部分。

2016 年，在北京京妍公益基
金会的支持下， 母乳爱志愿服务
队在北京落地， 并且和协和医院
合作， 筹建北京市第一家公立医
院母乳库。“母乳库的建设需要很
多设备、耗材，这都会产生很多费

用， 但母乳库实质上是一个公益
项目， 而且按目前的规定不能收
费。我们也一直有意愿建母乳库，
但因为资金的问题一直拖到现
在。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副主任、
母乳库负责人李正红谈道，“目前
母乳库的设备由北京京妍公益基
金会投入， 母乳爱负责志愿者招
募、 资金募集以及母乳库的公益
传播等，医院主要负责场地、人员
配置以及医疗方面的事情。 ”

与公益组织合作，一方面能
减轻母乳库在运营方面的压力，
另一方面也能提高母乳库的影
响力。 然而，由于母乳库的出现
仅有三年时间，目前国内并没有
统一的标准或者运作模式。 事实
上，很多医院母乳库的建设以及
运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应建立统一的行业规范

虽然目前国内母乳库的发
展还处于探索阶段，但随着社会
对母乳喂养的作用认识越来越
高，且很多人逐渐意识到母乳捐
赠是解决新生儿一系列问题最
有效的方式，母乳库的发展必将
趋势。

为了鼓励更多妈妈参与到
母乳捐赠公益事业中来，各方也
在尝试不同的办法。

上海市儿童医院提出，今后
要给捐赠母乳的妈妈颁发荣誉
证书，并且为其今后到医院就诊
提供一些便利。“今后我们可能
会参考无偿献血的模式，但公益

的初衷不会改变。 而且，即使收
费使用， 也不会以盈利为目的，
而是为了维持母乳库的日常运
行，比如耗材的成本、人力成本
等。 ”王怡仲谈道，“我们希望能
够真正发挥母乳库的作用，让母
乳更有效地被利用，帮助更多有
需要的孩子。 ”

徐靓表示，他们每年会举行
母乳喂养快闪活动，让更多人知
道母乳捐赠。 此前，广州母乳库
也曾派出“流动母乳车”到市区
现场采集母乳， 还提供上门服
务。 记者了解到，广州妇儿童中
心也特批，来捐母乳的妈妈如果
没有相关病原学的检测报告，可
以在医院抽血进行检测，所有费
用全免。 这些也可以看作是对母
乳库未来发展的一种尝试。

“欧美等国家都有母乳库，
有的甚至有百年历史，他们有着
比较成熟的体系，我们可以结合
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国外的经验
建设母乳库，并在实践中不断去
修订，逐步建设国内母乳库的行
业规范或者指南，使其发展更为
规范。 ”李正红表示。

对此，徐靓也表示赞同。 她
认为，母乳库是一个持续性的公
益项目，单凭一家医院或一家公
益组织的支持，很难实现长远发
展，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
角色不能缺失，政府应尽快建立
统一的行业规范，为母乳库建设
提供参考和支持。“只有在政府
认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全国
范围内推广母乳库。 ”

8 月 1 日，母乳爱志愿服务队等在广州组织了“母乳快闪”活动。

徐靓（后排左三）被誉为中国母乳捐赠第一人

� � 母乳捐
赠有着严格
的流程。 图
为上海母乳
库工作人员
对母乳成分
进行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