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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政府统筹
宣传广泛

西班牙是目前全世界器官捐献率最高
的国家。其器官移植起步很早，早在
1965年就有类似案例，并于1979年颁布
了器官捐赠和器官移植法案，对器官捐献
进行了全面规范。其中规定，西班牙所有
公民都被视为器官捐献者，除非其本人

“生前表达过反对的意见”。
1989年，西班牙卫生和社会事务部成

立了国家器官移植中心，该中心负责统筹
全国器官的获取和分配，包括分配器官、组
织运输、管理等候名单、进行统计和信息汇
总、实施任何可能有助于完善捐献和移植

过程的行动等。除此之外，政府还制定了
全国范围内的器官捐献制度和审核标准，
设立以医院为单位的捐献协调小组，注重
持续性专业培训，并给予大力支持，对需要
移植手术经费不足的患者提供财政补贴。

器官捐献在西班牙深入人心，和西班
牙多年来的广泛宣传是分不开的。据媒体
报道，截至 2012年，西班牙第五电视集
团已经连续12年坚持不懈地开展一项名
为“12个月，12个理由”的器官捐献宣
传活动。

美国
体系完善
信息细致

美国的器官移植

开始于1984年。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
《国家器官移植法》，成立了专业机构负责
器官的捐献与分配。法律规定，“国家器
官获取和移植网络”是唯一能够与所有器
官捐献和移植系统中的专业人员相联系的
公开而独立的合作组织，负责全美器官捐
献与移植信息采集、管理及器官配型。

1986年，“器官资源共享网络”首次
与卫生部签订合同，代表政府运行“国家
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其建立了全国范
围内的器官分配网络，使捐献者的器官在
最大范围内得到公平、及时的分配。该网
还制定了收集、储存、分析、公布患者的
移植等候排序表，发布器官配型情况及移
植后随访情况，同时向相关个人和机构提
供关于器官移植的信息、建议和指导。

在美国，各州设有器官捐献者资料

库，负责在各州内招募捐献者，并登记在
资料库信息系统中。公众可直接在网站上
自行注册，填写简单的联系信息即可。

澳大利亚
流程统一
研究深入

澳大利亚器官组织捐献和移植管理局
于 2009年 1月 1日正式成立，是澳大利
亚第一家关于器官组织捐献和移植的政
府部门。

近年来，澳大利亚一直致力于建立安
全、公平、透明的国家移植流程，制定
全国统一的移植受者选择标准并形成等
待移植名单，并制定全国统一的器官分
配原则。

澳大利亚器官分配要求最大限度遵循
并体现国家卫生医学研究委员会制定的伦
理学原则，减少影响器官分配的因素，做
到文明、科学、系统的器官移植。

澳大利亚有专门的论坛和移植学会倡
导、普及并支持器官捐献，为澳大利亚
建立世界领先的器官组织捐献和移植管
理系统打下了公众基础。论坛会员包括
等待移植的患者、供者的家庭成员、活
体供者和移植受者，以及从事器官组
织捐献与移植工作的医生、护士和其
他工作人员。移植学会成员包括移植
临床医生和其他卫生技术人员以及包
括患者代表在内的多学科小组，起草制
定全国统一的器官移植受者纳入标准和器
官分配规范。

（本报记者 王萌整理）

捐献：是程序问题更是文明问题

其实很久以前，李旦就有了进行器官捐献
登记的想法，只是不知道到哪里登记。直到3个
多月前，她看见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关
于器官捐献登记的图片，才知道可以在“施予
受”这样的网站注册登记。为了达成自己的愿
望，她开始征求父母的意见，慢慢做他们的工
作，最后，她专门挑了自己生日当天来做“这
件有意义的事”。

“整个过程还不到两分钟。”李旦说，她登
录后，填写了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
码，选择愿意在身后捐献的器官，然后填写验
证码，确认自己的捐献志愿，捐献登记就完成
了。最后，她还得到一张电子版的器官捐献志
愿者登记证书。

然而，这样的登记速度以前是不可想象
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联合多家机构发
起的《中国器官捐献公众意愿调查》显示，83%的
参与调查者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56％的人
不愿登记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儿登记或手续太繁琐”。

“以前器官捐献登记表非常复杂，像干部的政审表一
样。”黄洁夫说，“我们作过统计，在登记捐献填表上，每
增加一个项目，就会减少100万人的登记。”

如何让登记程序更便捷，黄洁夫把目光投向了移动互
联网。2016年 12月 22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与拥
有 4.5亿实名注册用户的手机应用支付宝合作，在支付宝
上开通了“施予受”网站登录入口。据黄洁夫介绍，器官
捐献志愿者通过支付宝进行登记，姓名、身份证号自动通
过支付宝个人信息提取，10秒就能完成登记。此外，系统
还设置了取消登记等人性化设计。

记者登录“施予受”网站看到，截至 2016年 12月 29
日，已有113284人登记。“支付宝开通器官捐献登记服务
两天半就有4万多人登记，这是‘施予受’网站过去两年
半才达到的登记数量。”黄洁夫说。

而在黄洁夫的眼里，联手支付宝这样的知名网企还有
一个“成风化人”的考虑。“现在有这样说法，认为器官
移植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但这样的说法经不起推敲。”黄
洁夫说，孔子谈仁爱之心，孟子谈人要有恻隐之心，中国传
统文化里也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观念，器官捐赠
恰恰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闪耀人性的光辉。

“我们要在全社会营造公民志愿捐献器官的爱心、文
明、人道的社会氛围，促进人们观念的改变。”黄洁夫说。

移植：构建器官捐赠移植体系

器官移植是上世纪下半叶引进中国的医学科学技术，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已成为一种成熟的临床技术。与其
他医学科学技术不同之处在于，器官移植手术需要有可供
移植的器官才能进行。

2007年，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实施，明
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应遵循自愿无偿、知情同意、
器官科学公平分配等原则。随着各项改革不断深入，到了

2015年，中国就完成了10057例器官移植手术，是历史最
高一次。据预测，2016年这个数字将增长50%。但在黄洁
夫看来，中国的器官移植还存在很多问题。

供体的严重缺乏，极大地制约着临床救治工作。据估
算，中国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
者约有30万人，而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约1万例。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大的缺口？一大瓶颈是移植费用高
昂，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虽然公民捐献的器官是无偿
的，但是器官获取、保存、运输和移植手术都需要付出巨
大成本。”黄洁夫说，发达国家器官获取、保存、运输的
成本是由政府财政覆盖的，因为器官移植属于基本的医疗
卫生服务。

2016年全国两会，黄洁夫以政协委员身份提案建议将
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得到了人社部的肯定回复。但在他
看来，真正把移植费用降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
医保进一步彻底改革”。

另一个困难是供需缺口。“我们现在缺医生、缺医
院、缺协调员。”黄洁夫说，目前全国只有几百名器官移
植医生，能够开展的手术在1万例左右；具有器官移植手
术资质的医院只有 169 家。“我们呼吁增加到 300 到 500
家。”黄洁夫说。

随着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数量不断增加，一个特殊的群
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也在不断成长。他们很多都是志愿
者，负责联系捐献者家属、宣讲捐献政策和法规、协助完
成捐献……他们的工作一边连着逝去，一边连着重生。

“他们的工作就是和时间赛跑，为生命‘接力’不断
奔走。”黄洁夫说，他们是器官捐献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支
队伍。到 2014 年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注册认证
的共1151名。

“必须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群体中来，才能适应当
前捐献与移植工作不断向好的新形势。”黄洁夫说。

还有体制建设的不完善。“我们的人力投入还远远不
够。”据黄洁夫介绍，美国管理器官移植的专职人员是

1500 多人，中国政府中相关部委的力量太分
散。“我们要搭建一个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原
则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移植体系，包
括：器官捐献体系、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器
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器官移植后科学登记体
系和器官移植监督体系。”黄洁夫说，这需要相
关职能部门有足够的执行力。

走出去：为全球提供中国方案

2016 年 10 月 31 日，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
斯·库恩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不要误解中
国的人权进步》 的文章，他认为中国近来在人
权领域取得了两大历史性的成就。第一个成就
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第二个成就是 2015 年 1
月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
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

的确，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涉及诸如文
化、法制、伦理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但中国
人正在通过自己的办法，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走出了自己的路。

以长期饱受外界质疑的器官分配为例，为最大程度减
少人工干预，中国如今已经把这项工作交给相关科研部门
设计的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来完成。据系统负
责人王海波介绍，该系统以患者的医疗状况紧急程度和器
官匹配程度等医学需求作为器官分配的唯一准则，实施自
动分配和共享，并向国家和地方监管机构提供全程监控。
自2013年9月1日正式启用以来，通过这项系统自动分配
的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达1.7万个。

这个系统只是近年来中国不断推进器官捐献移植事业
向前发展的一个缩影。2010年，原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
成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在社会中倡导形成一个器
官捐献光荣、生命永存的理念。2011 年，《刑法修正案

（八）》 施行，减少了死刑罪名数目，还增加了“器官买
卖罪”。2013年底，中办国办下发了 《关于党员干部带头
推进殡葬改革的意见》，鼓励党员干部逝世后捐献器官和
遗体，给器官捐献工作增添了强大正能量。2014年，《中
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管理办法 （试行）》发布，对人
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登记流程等进行了
明确……

“我们的相关法制在不断完善，公民自愿进行器官捐
献的比例大幅提升，这是中国尊重人权、尊重法治，作为
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最好展示。”黄洁夫说，如今，他正忙
着推动整合 《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刑法修正案》 及原卫
生部和红十字会开展公民自愿捐献工作中下发的 30 多个
文件和规定，打造一个升级版的“器官移植法”，呼吁建
立一个更为阳光透明的捐献体系。

中国的行动，也正在获得世界赞赏的目光。
据悉，黄洁夫最近收到一封特别的邀请函，这封信来

自梵蒂冈教皇。2017年2月，教皇科学院将召开反对器官
买卖的全球性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宗教组织、全球器官
移植协会等都将参会。不久，黄洁夫将率领一个代表团赴
会，与海外各界分享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方案”“中
国道路”。

2016年12月25日，在深圳工作的普通白领李旦迎
来自己25岁生日。这一天，她决定做一件自己看来颇
有意义的事：登录“施予受”网站（国家卫计委推出的
器官捐献登记网站）后，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和姓名等
信息，正式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李旦说：“生命
是短暂的，但可以在他人身上存续，我觉得这很美好。”

李旦或许不知道，迄今为止，“施予受”网站已有
11万多名像李旦这样的中国公民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
愿者。而据估算，中国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苦苦等
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但是每年器官移植数
量仅约1万例。

“器官捐献能让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获得新生，让
逝者的生命得以存续。这个过程中，不仅传递着爱心与
温情，更检验着一个国家文明与法治的成熟度。”原卫
生部副部长、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在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说。就在几周前，他领导的中
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与拥有4.5亿实名注册用户的支
付宝合作，在支付宝上开通了“施予受”网站登录入
口，为器官捐献志愿者提供了“一键登记”的便利。

那么，中国器官捐献登记与移植还面临哪些坎儿？
如何构建一个健康透明的器官捐献移植体系？

中国器官捐献尚需跨越哪些坎
本报记者 李 婕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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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日，安徽省太和县市民在第二届遗体 （器官） 捐献、义诊活动中签署遗体或眼角膜等器官志愿捐献协议。王彪摄 （人民视觉）

2016年12月21 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朱
志军教授 （右） 和团队成员一起，为肝糖原累积症患儿进行亲体肝脏移植
手术。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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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是生命的延续，
也是人生价值的体现。让“生
命的礼物”温暖更多的人，考
验着社会的文明程度，也是做
好器官捐献工作的目的所在。

近年来，中国器官捐献与
移植事业发展迅速，但老生常
谈的问题依然突出。截至 2016
年9月，中国累计实现公民逝世
后器官捐献 8866 例，捐献大器
官近2.5万个，但依旧无法满足
每 年 数 十 万 名 患 者 的 移 植 需
求；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数量亚
洲第一、世界第三，但与庞大
的人口基数相比，器官的捐献
率较低。事实上，除了传统的
伦理束缚、法律制度不健全之
外，一些“小问题”同样影响
了公众的捐献意愿。解决好器
官捐献过程中的细节问题，能
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要让更多公众知晓“如何捐献”。
捐献器官，首先得明白流程和手续。然而，
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发起的一
项调查显示，56%的人不愿登记成为器官捐献
志愿者的原因是“不知在哪登记”或“手续太繁
琐”。事实上，除了广泛宣传外，更应该为器官
捐献者提供便捷的途径。日前，支付宝上线

“器官捐献登记”功能，用户可一键完成登记。
类似的便利手段应该再多些、普及些。

其次，要协调好器官捐献涉及的部门和
流程。器官转运涉及公安、交通、医院等多
个部门，一旦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器官错过了
黄金时间，就会造成器官浪费。2016年 5月，
中国建立了多部门协作的人体捐献器官转运

“绿色通道”，将因器官转运环节对器官移植
患者的质量安全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未
来，如何使“绿色通道”在各地形成机制，
简便流程，是实现器官捐献全过程的关键。

此外，要处理好关于费用的问题。一方
面，很多器官移植费用昂贵，且并不在医保
范畴之内。另一方面，我国对捐献者的配套
优惠措施尚不完善，难以在身后事上给予抚
恤。如何对移植者进行医疗救助，对捐献者
进行人道抚恤和困难救助，是让器官捐献更
人道、更温暖的必要措施。

中国器官捐献率低的原因很多，不仅有
传统文化方面的问题，也有相关政策与机制
不健全、服务细节没做到位等问题。希望有
更多的人加入到器官捐献者队伍中，让更多
患者受益。也希望有更完善的器官捐献体
系，把“生命的礼物”播撒人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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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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