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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叶沙的肾。”
“我是叶沙的眼睛。”
“我是叶沙的肺。”
“我是叶沙的肝。”
“我是叶沙的眼睛。”
5 位身穿篮球运动服的男女老少，

对着镜头，每人说出一句初听很费解的
话来。叶沙是谁？他们这支篮球队称为

“一个人的篮球队”，这是怎么回事？
事情起源于2017年。一个名叫叶沙

的16岁男孩，因脑溢血去世后将器官捐
献。来自天南地北重获新生的 5 位受捐
者，为了实现叶沙生前热爱篮球的心
愿，组成了一支名为“叶沙”的篮球
队。在各方支持下，他们走上了今年中
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的全明星赛场。

这段视频，让日前来昆明参加中国
器官捐献与移植发展研讨会的各国器官
移植专家为之感动。

器官移植，作为20世纪生命科学的
重大进展，作为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
竭的有效医疗手段，在中国得到了长足
发展。而器官捐献，则成为一场阳光下
的生命接力，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

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器官移植大家
庭，实现了公平、公正的人体器官分配
与共享。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器官移植
特别工作委员会主席弗朗西斯·德尔莫
尼克曾说：“你们的骨头也是我们的骨
头，你们的进步也是我们的进步。器官
移植‘中国经验’的最大特点是中国政
府的强力支持，这是许多国家应该参照
的典范。”

器官捐献数量快速增长，
移植质量不断提升

自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
日，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累计完成
18294 例。其中，2018 年完成器官捐献
6302例，位居世界第二位。每百万人口
器官捐献率从2015年的2.01上升至2018
年的4.53。

以上数字来自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
金会日前发布的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
告 （2015—2018）》。不只捐献数量快速
增长，移植质量也不断提升，首先体现
在转运上。

为缩短人体捐献器官转运时间，减
少因转运环节对器官移植质量安全的影
响，国家卫健委等部门于 2016年 5月印
发了 《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
通道的通知》。绿色通道建立 3 年以来，
器官转运时间平均缩短1至1.5小时，我
国器官全国共享率总体上升7.3%，器官
利用率提升6.7%，捐献器官共享半径大
大扩展，数以千计的终末期器官衰竭患
者得到救治机会。

其次，体现在术后生存率的改善
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
郭燕红介绍：“目前我国心脏肾脏移植
术后生存率居国际前列。比如肝脏移
植，术后生存率一年达到 92.5%，术后
三年达到 89.3%；心脏移植术后一年生
存率达到 90.8%；肾脏移植术后三年生
存率大于 95.6%。此外，活体肝脏移植
术后受者的累计生存率也处于国际先
进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器官移植创新
技术开始出现，例如：自体肝移植、无
缺血肝移植等肝移植技术实现国际领
跑；供受者血型不相容肾脏移植技术得
到突破；单中心儿童肝移植、心脏移植
临床服务能力居世界前列；器官保存与
供体器官维护技术不断改进；肝癌肝移
植与乙肝肝移植临床经验已逐步得到国

际认可。中国正向世界移植科技高峰
攀登。

德国移植协会前任主席比约恩·纳
山表示：“中国同行勤奋刻苦并乐于学
习。我看到了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的健
康发展以及为推动这一发展所作出的巨
大努力。”

经过多年改革，中国已走出一条体
现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实际的器官捐献
与移植道路，初步建立起公平公正、遵
循伦理、符合国情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
植工作体系。

计算机系统保障器官分配
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捐献的器官？
2011年，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

计 算 机 系 统 （COTRS） 上 线 运 行 。
2013 年 8 月，国家出台了 《人体捐献器
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 （试行）》，明
确要求各移植医疗机构严格使用 CO-
TRS实施器官分配，任何机构组织和个
人不得在器官分配系统外擅自分配捐献
器官，确保人体捐献器官公开公正公平
可溯源地共享与分配。

“可以把COTRS看做我们国家器官
分配政策的技术实现。”据COTRS负责
人王海波介绍，该系统将患者病情紧急
程度和器官匹配程度等医学指标作为分
配器官资源的唯一准则，从而保障了器
官分配科学、透明、公平、公正。

据介绍，COTRS 是我国器官捐献
与移植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

“潜在人体器官捐献者识别系统”“人体
器官捐献人登记及器官匹配系统”“人
体器官移植等待者预约名单系统”三个
子系统以及监管平台组成。

一方面，作为执行我国器官分配与
共享相关法律法规和科学政策的高度专
用的关键系统，COTRS 执行国家器官
科学分配政策，实施器官分配和共享，
并向国家和地方监管机构提供全程监
控，建立器官获取和分配的溯源性，最
大限度地排除人为干预，保障器官分配
的公平、公正、公开，是我国公民逝世
后器官捐献工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的重
要基石。另一方面，COTRS 已通过国
家信息安全测评中心认证，采用权限控
制及监控相关医疗机构操作等方式，确
保捐受双方及器官分配过程中的信息安
全，保障患者隐私。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
系统中的每一个捐献者有一个编号，这
个编号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背后是一
个捐献者的名字，这个捐献者从出生就
拥有的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号码、每个编
号背后是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生故事，这

是事实。”王海波说，同时，器官匹配的过
程是有多方参与的、透明的。

对此，国际器官捐献与获取协会前
主席马蒂·曼亚里奇评价说：“虽然中国
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起步晚于一些国
家，但现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计算机系
统足可以成为世界楷模。”

器官捐献移植领域的发展
任重道远

虽然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
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存在不足。“一
方面，虽然中国每年器官捐献数量已超
过6000例，但与患者需求相比还有较大
的差距。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器官捐献
与移植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还比较突出，东、中、西部区域器官捐
献与移植技术能力和质量的水平还很不
平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王
贺胜说。

对此，国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
委员会明确，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
作的重心将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
发展。在积极推动捐献的同时，进一
步优化器官移植临床服务质量布局，
加强捐献、获取、分配管理力度，加
强化解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在质的大

幅度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努力
实 现 更 高 质 量 、 更 有 效 率 、 更 加 公
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 （2015—
2018） 》 也 提 出 了 三 方 面 建 议 。 首
先，进一步提高捐献者器官利用率。
在捐献器官短缺的情况下，应加强供
体器官功能维护、扩大器官供给，进
一步提升心脏、肺脏移植医疗技术，
提高器官利用率。还应扩大器官捐献
方面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器官捐
献工作的认知。其次，进一步发挥绿
色通道作用，减少器官转运的浪费。
第三，进一步严格监督，促进器官移
植质量和能力提升。

“打铁还得自身硬。很多发达国家
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的建立已经有二三
十年的时间，有很多先进的经验值得我
们学习。”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
会理事长黄洁夫说，“现在器官移植事
业成了中国临床医学的‘宝塔尖’，但
让大家都知道这一点需要全社会的努
力，我们的宣传教育还不够。此外，相
关的法制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个
部门之间的合作还需进一步强化，我们
的器官捐献体系的效率和质量还需要不
断提升，还需要培训更多高水平的器官
移植医生。”

2018年，我国完成器官捐献6302例，位居世界第二位

器官移植，让生命在阳光下延续
本报记者 熊 建

这几天，一个名叫李子柒
的四川姑娘火了。火到什么程
度？世界闻名。

她主要是在一些自媒体平
台上发布自己制作美食的短视
频。几年下来，积累了几千万
粉丝，在国外知名自媒体平台
上，她的订阅量几乎和CNN差
不多。

网上制作美食的短视频多
了，李子柒凭什么脱颖而出？
首先，她过手的都是四川农村
的家常食物，特色调料，而且
差不多每一样都是她从地里刨
出，山泉洗过，炉火炙烧，非
常原生态，符合大众对绿色食
品的期待。

其次，视频制作精致，不
管是雨落屋檐，灶台炉火，还
是肩扛枯柴，石磙碾姜，都营
造出一种文静祥和的意境。这
是孟浩然领略过的“开轩面场
圃，把酒话桑麻”；这是陶渊明
体验过的“种豆南山下，草盛
豆苗稀”；这是储光羲惊叹过的

“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
可以说，她的视频，满足了人
们对山水田间美好生活的所有
想象。

在光影流淌中，观者感受
到了一股似乎非常熟悉、但又
久未谋面的烟火气、生活味，
以至于很多网友关注李子柒后纷纷感叹：太治愈了。

李子柒治愈了什么？
说到治愈，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长眠在纽约撒拉

纳克湖畔的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特鲁多医生这句话
中的第一层意思——治愈，意思是治疗疾病，网友
感叹的“治愈”，含义其实是墓志铭的最后一层意思
——安慰。大家在看李子柒视频的过程中，感到获
得了心灵上的抚慰，产生了悦感。这种抚慰和悦感
是怎么产生的呢？还得从她的视频特点——专注，
入手分析。

镜头里的李子柒，干什么都十分专注，一板一
眼，看上去是那么沉稳扎实，这对于社会上的一种
浮躁之气，颇有静气凝神之效。

何谓浮躁？具体表现很多，比如干事业急于求
成、急功近利，总想着一口吃个胖子，以至于不能静
下心来学习、研究，心神不宁，心猿意马，往往导致
工作上追求浮夸，生活中热衷浮华。这种情绪长期萦
绕心头，对人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不小。

当此际，看到李子柒那样专注地处理一件事，无
异于服用了一剂清凉药，产生类似于禅定的效果，反
躬自省下，得到心灵的净化，内分泌系统就会分泌出
愉快的激素，产生悦感，压力得到释放，情绪得到抚
慰。有网友说看后会落泪，也是压力得到舒缓的一种
表现，难怪会产生“太治愈了”的感觉。

都说现代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新颖
的娱乐形式层出不穷，生活质量不断提升，但人的心
理健康问题也随之凸显，亚健康、抑郁症、路怒症、
暴躁症，过去闻所未闻，如今司空见惯。人们渴望心
灵上的宁静，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期待更多李子柒
式的文化产品，来为我们的生活加点润滑剂。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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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观察▶▶▶ 新视野▶▶▶

医声▶▶▶医声▶▶▶

本报北京12月16日电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秀忠
介绍，近年来该省健康扶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因
病致贫返贫人口由 2016 年的 7.8 万人，减少到目前的
1.2万人。

青海省的具体做法有：一是推进“三个一批”，聚
力打好政策“组合拳”。制定印发50多个健康扶贫政策
文件。将大病救治病种扩大到 30种，全省 1.77万名大
病患者得到集中救治，实现了救治全覆盖。推广开展
家庭医生、乡村干部与贫困患者“双签约”服务，家
庭医生与贫困患者签订慢病管理服务协议，提供基本
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服务。全省慢性病贫困人
口4.97万人，已签约4.96万人。

二是对标工作标准，全力消除医疗“空白点”。制
定了青海省解决基本医疗有保障突出问题工作方案和
工作标准，着力补短板、消空白，省级筹措资金 5719
万元，新建改扩建700个标准化村卫生室。目前，全省
42个贫困县 （市、区） 中有76家公立医院，执业医师
3011名。

三是深化对口帮扶，合力推进服务“新突破”。建
立健全多层次、多渠道、全覆盖的卫生对口帮扶机
制，实现了83所州县医院对口帮扶全覆盖。同时发挥
对口援青六省市援建作用，六省市援建六州医院累计
资金近7亿元，派驻近千名支援专家，重点帮助州县医
院加强重点专科建设、提升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医院
管理能力。

四是坚持防治并重，发力阻击虫癌“攻坚战”。全
面打响以青南地区为重点的包虫病防治攻坚战。强化
犬驱虫、羊免疫、健康教育和无害化处理“四位一
体”防治策略，支持临床重点学科发展，搭建多方技
术指导平台，面向筛查确诊的包虫病患者，落实跟踪
管理，确保药物治疗规范有序、手术治疗路径清晰，
平均患病率由2012年的0.63%下降至0.3%。

五是注重健康教育，努力促进健康“知信行”。实
施健康教育“四进”活动，开展健康教育能力提升工
程、推进健康教育阵地建设，着力推进贫困地区“精
神脱贫”工作。依托健康教育万里行工作平台，开展

“花儿唱健康”等健康传播活动。

因病致贫返贫人口3年减少6.6万人

青海全力消除医疗空白点

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黄桥镇黄桥中
学依托当地武术之乡的优势，根据学生
的爱好开展传统武术训练，聘请当地德
高技精的拳师为教练，使学生在强健体
魄的同时感受传统武术的魅力。

图为 12 月 10 日，黄桥中学的学生正
在练习传统武术，一招一式，有模有
样，一拳一脚，虎虎生风。

廖 敏摄 （人民视觉）

龙精虎猛少年强龙精虎猛少年强

沈冰清制图

2019年4月3日，云南举行活动缅怀人体器官捐献者。图为志愿者
在活动现场向捐献者纪念碑献花。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