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母乳不仅是婴儿成长过程中最安全的天然食物，还具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对于那些早产

儿(妈妈没有母乳或者母乳不足)、接受过重大手术的患儿、牛奶蛋白过敏婴儿、生长发
育迟缓以及那些免疫系统有缺陷的患儿来说，母乳还是一种很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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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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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即将再添 10家母乳库

中国母乳库建设与发展驶上“快车道”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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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产儿出生后
如果母亲没有泌乳，会由医生开
处方提供捐赠母乳。 在一些欧美
国家，母乳库已经有 100 多年的
历史，运作机制非常成熟。

而在国内，母乳库的起步较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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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北京协和医院成立母乳
库；2020 年 11 月 17 日， 北京春
苗慈善基金会-生命之源母乳库
专项基金正式对外发布立项。 日
前，该专项基金在北京举办了首
批捐赠母乳库启动仪式。

公益母乳库项目在发展过
程中遇到了哪些难题？ 社会组织
的加入能为母乳库的发展带来
哪些助力？

生命之源母乳库
专项基金的由来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副主任
李正红是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
生命之源母乳库专项基金发起
人，据她介绍，该基金的发起初
衷源于临床需求。“母乳不仅是
早产儿的最佳营养，还是治病的
良药。 母乳不仅可以降低早产儿
的各种并发症，还可以缩短住院
时间及费用，对改善早产儿认知
等发挥着有益影响。 ”

为惠及更多的早产儿，李正
红于 2017 年在协和医院建立了
北京首家母乳库。 母乳库建立之
初，困境重重。 国内母乳库没有
统一标准， 即使从国外买来了

“菜谱”，但国内流行病学、哺乳
期妈妈的饮食结构、母乳捐赠的
理念、捐赠母乳的接受度等与国
外大不相同。 母乳捐赠的理念推
广、母乳库的运营模式、捐赠者
的筛查标准等都需要有人深耕
细耘。

为了解决母乳库奶源、安
全、资金这三个主要问题，李正
红着手推广母乳喂养相关科普
工作， 并联合北京协和相关科
室的专家、中国营养学会、中国
疾控中心等几十位专家制定了
母乳库团体标准和北京市地级

标准。
近年来，广州、上海、重庆、

南京、西安、北京等城市相继建
立了“母乳库”， 但我国幅员辽
阔、早产儿数量多，现有的母乳
库只是杯水车薪， 亟待发展壮
大。 而且，由于目前我国母乳库
均为“无偿捐赠、免费使用”，建
设运营资金只能靠慈善捐赠或
医院自筹，使母乳库建设运营步
履维艰。

基于这一现状，2020 年 8 月
15 日，李正红发起的北京春苗慈
善基金会-生命之源母乳库专项
基金正式立项，该专项基金致力
于推动医疗机构母乳库的建立
与发展，通过资助有意愿建立母
乳库的医院新建母乳库，以及支
持现有医院母乳库的运营，包括
定期开展关于母乳喂养的相关
宣传活动等，来提高全社会对母
乳喂养重要性的认知。

北京华信医院儿科主任徐
小静告诉记者，作为北京七家危
重症患儿救治中心之一，华信医
院每年收治较多危重及早产患
儿。 母乳喂养对孩子来说既是营
养也是一种治疗，很荣幸能够得
到专项基金的支持建立母乳库，
将带动周边医院一起促进母乳
喂养，让更多早产儿和危重症患
儿受益。

作为北京首家受资助的医
院， 徐小静期待项目启动后，能
够有更多的爱心妈妈来到华信
医院进行母乳捐赠，让母乳更有
效地被利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
孩子。

母乳库运营面临的难题

在国内，母乳库大多是公益
化运营，“无偿捐赠、无偿使用”。
满足更多的人群和更大的期许，
必然面临一些难题和困境。

在李正红看来，母乳库的运
营过程中主要面临两大难点，首
先是母乳库受捐量不足；其次是
母乳库要普惠更多的宝宝，需要
经费支持。

那么如何招募更多的捐赠
者、保证充足的捐赠量？

为保证所取母乳安全健康，
母乳库会对捐赠者做严格检查，
要求捐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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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及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
格的捐赠者， 李正红告诉记者，
需要通过母乳库的各项严格筛
查。“首先，要提供怀孕期间做的
一些传染病检测报告，或者在母
乳库进行现场抽血检测，结果全
部显示为阴性才能通过第一关。
其次，母乳库的工作人员会了解
捐赠者的用药史、 饮食习惯、生
活习惯及其他可能感染传染疾
病的高危行为等。 再次，母乳库
会对捐赠者的母乳抽样进行细
菌学分析，进行细菌学定量和定
性测定。 最后，对母乳宏量元素
进行测定， 以了解母乳的乳糖、
蛋白质、脂肪及能量是否适合早
产儿的需要。 合格后才能正式成
为捐赠者。 ”

此外，由于救助的孩子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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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防止捐赠过程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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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李正红介绍，北京协和医
院自 2017 年 5 月 20 日成立母乳
库至今，五年多时间共接收捐赠
母乳 40.41 万毫升，救助了超 200
名早产儿及患儿。 但整体而言，
母乳库的运营仍处于比较尴尬
的境地：协和医院母乳库捐赠量
目前只能达到院内需求量。

多方协作
推动母乳库标准化建设

近年来，从社会组织到医疗
界再到企业界, 都在促进母乳库
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多方协
作助力中国母乳库标准化建设。

作为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
生命之源母乳库专项基金的首
位战略合作伙伴，贝亲一直积
极参与推动新建母乳库，从
提供资金，到早产儿专用喂
养和护理器具的支持，再到
为该项目提供早产儿母乳
喂养专业化服务。

“我们希望能够全方
位地推动母乳库事业的发

展。 ”谈及贝亲为何关注母乳库
的建设与发展， 贝亲中国区副
总裁叶芳莹表示， 贝亲一贯支
持母乳喂养， 并始终关注着有
特殊需求的早产儿宝宝。 多年
来， 贝亲为早产儿家庭等弱势
母婴群体提供了诸多育儿支援
与特殊关爱。

“我们希望通过推动母乳库
事业的发展，让更多早产儿宝宝
能够获得珍贵的捐赠母乳的滋
养。 ”叶芳莹告诉记者，为了传递
更多的善意，未来贝亲还将和更
多 NICU 及其母乳库合作，持续
参与并支持母乳库新建项目，并
继续对早产儿喂养及精细化护
理，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服务，“我
们希望每个早到的‘小天使’都
能健康、茁壮成长，也呼吁社会
各界共同关注并支持母乳库事
业发展。 ”

近年来，随着中国早产儿医
疗救治的发展，母乳库建设备受
关注。 但由于我国母乳库起步较
晚， 存储条件能否达到安全标
准、操作流程是否安全可追溯等
问题亟待探索、完善。

针对这一现象，中国营养学
会发布了《医疗机构人乳库建立
与管理规范》，从设备管理、操作
流程等方面提出要求。 比如，母
乳库应配备医用冷藏冰箱、低温
保存冰箱、超低温保存冰箱等专
用冰箱，为不同类型的母乳存储
提供相应的温度条件；在存储过
程中， 每日查看记录冰箱温度，
尽可能减少开关门次数等。

海尔生物医疗作为北京春
苗慈善基金会-生命之源母乳库
专项基金战略合作伙伴将为首

批捐赠的 10 家医院母乳库建
设捐赠超低温冰
箱、低温冰箱、医
用冷藏箱、 洁净
工作台等专业冷

藏设备。 海尔生物医疗血液网北
部大区总监张振中表示，海尔生
物医疗非常希望通过创新融合
物联网、低温存储等技术，为母
乳库提供专业的存储方案，加快
推动中国母乳库标准化建设。

“针对 24 小时内就能配置使
用的母乳，使用 2℃至 ８℃冷藏箱
精准控温；面向 3 个月中短期存
储的母乳， 使用-30℃低温保存
箱； 需要储备半年及以上的母
乳， 使用-80℃的超低温冰箱来
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生长。 海尔生
物医疗将持续关注用户需求，不
断迭代更多的新产品、 新方案，
用科技力量和手段推动医疗机
构母乳库高质量发展，提升母乳
喂养率，共同守护新生儿健康成
长。 ”张振中介绍说。

而除企业外，社会组织的加
入除给予一定的工作支持外，更
像是一个孵化的过程。 在北京春
苗慈善基金会联合创办人兼秘
书长崔澜馨看来，与社会组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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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跟专项基金是合作伙
伴的关系，设立专项基金时的定
位就是希望陪伴他们孵化的过
程。 所以我们对专项基金的管
理，从设立建立专项基金管委会
到管委会的召开、 如何劝募、怎
么走捐赠流程、怎么进行财务的
支出（包括怎么报销、怎么采购、
怎么资助）、专项基金的传播，未
来专项基金项目的设立、 咨询、
结项以及跟捐赠人的沟通（包括
跟合作方的沟通）等，这些工作
都由春苗基金会相关的工作人
员配合专项基金共同完成。 ”崔
澜馨介绍说。

现阶段，在全国建设母乳库
已成为社会刚性需求。 目前，已
有 14 家医院向该专项基金申请
资助建立母乳库，从而帮助更多
的早产儿实现母乳喂养。

■ 本报记者 李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