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疑

有这样一群孩子，父母在哪里打工，他们就跟到哪里生活读书，被称为“小候鸟”。1月28日，长沙
市开福区水风井社区组织来自30多个留守长沙的外来务工家庭孩子提前过新年，这也是该社区连续
12年举办这样的春节关爱外来务工子弟活动。 当日，30多个孩子以及家长代表在一起扎气球、 踩气
球、猜灯谜、赢奖品，玩得不亦乐乎。 记者 贺卫玲摄影报道

怎样精准判断红斑狼疮
我省已申请国际专利

本报1月28日讯 今天上
午，2016届教育部直属师范大
学湖南生源免费师范毕业生专
场供需见面会在长沙举行。今
年我省有免费师范毕业生362
名， 本次供需见面会共向免费
师范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1186
个。

在活动现场， 记者发现了
“冰火两重天”的景象。长沙地区
学校的招聘台设在三楼，被应聘

者围得水泄不通。但设在二楼的
湘西等地学校招聘点冷冷清清，
基本无人问津。

由于人气不佳，为了能招到
老师，湘西等地学校的负责人主
动来到长沙学校招聘区“抢人
才”。永顺一中校长胡安泽说，学
校今年面向免费师范生的招聘
岗位有近20个， 但至今只有1个
当地的毕业生签了约。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朱美琪

本报1月28日讯 怎样精
准诊断系统性红斑狼疮， 是一
直困扰着各国科学家的世界医
学难题。 记者今天从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了解到， 该院医学
表观基因组学湖南省重点实验
室、 皮肤性病科主任、“湘雅名
医” 陆前进教授团队经过三年
的艰苦努力， 研究开发出了一
种特异性高、 敏感性强的系统
性红斑狼疮新型诊断标志物，
在国际上首次将对该疾病的诊
断提升到了基因水平。 目前成
果已申请中国发明专利和国际
发明专利， 经过相关申报审批
程序及临床实验后， 将应用于
临床诊断之中。

据了解， 系统性红斑狼疮
是一种好发于生育期女性的自
身免疫性疾病，我国系统性红斑

狼疮患病人数超过100万， 给患
者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甚至危
及生命。一个多世纪以来，尽管
各国科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但目前临床上仍缺乏特异性高、
敏感性强的诊断标志物，导致部
分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常常得
不到精准的诊断。

三年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研
究项目的支持下， 陆前进教授
团队研究发现，IFI44L基因甲
基化水平能够区分系统性红斑
狼疮患者与正常人及其他自身
免疫性疾病， 显著提高了系统
性红斑狼疮的诊断可靠性和准
确度（特异性95%以上，敏感性
90%以上）， 而且还可应用于系
统性红斑狼疮的疗效判断。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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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著名主持人乐嘉被曝
录制节目时睾丸破裂，随后他发
文称，幸好自己40岁时做了精子
冷冻， 以后想要孩子随时可以
生。

此前，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
一些想要二孩的高龄夫妇却面临
怀孕难题， 部分国人将目光投向
泰国“试管婴儿”服务。

其实，在省内医院，等待做试
管婴儿的人同样已人满为患。

国内首家精子库也是世界

最大的精子库———中信湘雅生
殖与遗传专科医院精子库统计
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供精合格
率仅17.8%。

近年来， 国内男性精子质量
呈现下降趋势的情况下， 和“冻
卵”一样，“冻精”正愈受关注。

“冻精”是怎么回事？它能给
大家带来什么？ 记者采访了创建
我国内地首家精子库的著名遗传
生殖医学专家卢光琇教授。

■记者 张春祥

15岁少年被妈妈带到医院储精
湖南男性精子质量下降，“冻精”走热 提醒：别让不良生活习惯成“杀精凶手”

在不少医院， 医生常遇到一
些已生育的男性患者， 头胎时精
子质量尚可， 但短短几年再次生
育时，已是“无精症”或“严重少弱
精”。

“这或许与其职业相关，比如
厨师，长期处于高温环境中，久而
久之会对精子产生明显影响。”卢
光琇分析。

应对男性精子质量下降，及
时进行“生殖保险”不失为一种有

效的预防措施。 卢光琇教授建议
上述群体像乐嘉一样，通过“生殖
保险”的方式，保存优质生育力，
以防将来不时之需。

截至目前， 中信湘雅医院累
计已为13507人进行自精保存，
冷冻3万多管精子，是我国规模最
大的自精保存精子库。 而想长期
保存精子的男性人数正呈逐年上
升趋势， 该院去年进行生殖保险
人数较2014年增加超六成。

长沙某校中学生15岁的小军
（化名）在一次体检中，医生发现
其睾丸异常， 其中一侧睾丸有肿
块， 并建议到大医院做进一步检
查。

妈妈立即带他去医院复诊，
经确诊，泌尿外科医生称，需手术
切除肿块。

为防止手术影响生育， 医生
提醒小军妈妈到中信湘雅精子库
做生殖保险， 将孩子的健康精子
冻存。

此后， 小军妈妈带孩子来到

中信湘雅医院精子库，共冻存了8
管健康精子，期限为15年，他也创
造了目前该院精子库生殖保险冻
存期限最长和年龄最小的纪录。

“‘冻精’是为预防男性生精
功能出现不可逆损害， 预先将精
子储存，需要时，将精子复温，使
冻存者在将来能通过辅助生殖技
术生育后代。”卢光琇说，这等于
让精子冬眠。

她介绍，目前，精子冷冻保存
没有明确限制期限， 保存20多年
仍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20岁的蔡某是长沙河西某高
校大三学生。2015年12月上旬，
他第一次来到中信湘雅生殖与遗
传专科医院精子库， 报名成为供
精志愿者。

但显微镜检查发现， 他排出
的精子中活动精子竟只有4-5
个，已属严重的“少弱精”，离精子
库供精标准相差甚远。

像蔡某这样， 近年来该院大
学生供精合格率呈现总体下降趋
势，虽然大多不影响自然生育，但
达不到国家规定的供精标准，
2006年合格率为45.9%，2015年
上半年供精合格率仅17.8%，不
到8年前的一半。1月5日， 该院河
东捐献点数据显示， 当日共有33
名志愿者前来捐献，但仅1人达到
招募标准。

据世卫组织等有关国际组织
通报， 全球性人类精子数量和质
量都在不断下降， 生活水平提高
了， 为什么男性精子质量反而下
降了？

“普遍应用于玩具、 食品包

装、 香皂和洗发液等数百种产品
中的邻苯二甲酸酯， 可干扰内分
泌，使男性精子数量减少、运动能
力低下、形态异常,严重的还会导
致睾丸癌。”中南大学生殖与干细
胞工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邢柳介
绍， 为了减少邻苯二甲酸酯对人
体的危害，平时最好别用泡沫塑料
容器泡方便面，不要用含聚氯乙烯
的塑料容器在微波炉中加热食品，
正确的做法是把食品放到耐热玻
璃器皿或陶瓷器皿中加热。

吸烟或被动吸烟对生育的影
响常被忽视。最新研究表明，每天
吸烟30支以上的男青年， 精子形
态发生异常变化者比不吸烟者竟
高出4倍还多。

适合于精子生长发育的温度
大约是34℃左右， 当高于这个温
度1-2℃时， 就会对精子的发育
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常去洗桑拿
浴，就很可能引起不育。

此外，汽车尾气、酒、雌激素、
微量元素、抗生素类药物、噪音、毒
品等也对精子质量有较大影响。

【事件】 妈妈带15岁儿子“冻精”

【幕后】 不良生活习惯成“杀精凶手”

【应对】 “冻精”“冻卵”＝生育险？

师范生专场招聘会
湘西学校“跨楼”抢人才

集装箱

长沙“小候鸟”社区提前过年

天涯曾有一帖热传，一
名女士刚怀孕3个月， 老公
去捐精， 被告知精子不合
格！结果老公怀疑这个孩子
到底是不是自己的……

“精子质量下降并不代
表其没有生育功能，只是达
不到供精标准。” 卢光琇介
绍，除非是“无精症”或“严
重少弱精”症，才建议通过
供精辅助生殖技术生育，一
般而言，大多数是不影响正
常生育的，因此像天涯论坛
上那个丈夫也无需过分恐
慌。同样，精子质量合格未
必就一定能生育。要知道影
响不育的因素也有很多，例
如遗传因素、 染色体异常、
内分泌异常、自身免疫性疾
病等。因此，精子质量不是
判断是否能正常生育的“铁
标准”。

该院副院长范立青教
授介绍，一般捐精志愿者第
一次前来，如果精子质量达
标，医院还会免费为其做一
系列常规体检，如血常规（感
染性疾病如乙肝、 丙肝等）、
染色体检查、血型、尿道口取
样（检测支原体、衣原体及淋
球菌）；如果不达标，则直接
淘汰或给予建议。

“为让前来捐精的大学
生们不必过分担心，遇到精
子质量未达到供精标准的，
我们会主动为他们解释，告
诉他们依然可以健康生
育。” 范立青教授说。

精子质量下降
≠无生育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