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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 帮助

器官捐献，是指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在死亡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的全部或者部分器官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

的行为，以及生前未表示是否捐献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由其直系亲属将遗体的全部或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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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器官捐赠

器官捐赠就是当一个人被诊断脑死亡，只能依靠呼吸机和药物维持生命体征时，基于个人生前的意愿或家属

的同意，以无偿捐赠的方式，把自己的器官捐赠给濒临死亡、等待移植的病人，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或者捐赠

给医学院校用于医学教学。

身体健康的成年人也可以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或部分肝脏捐赠给亲属或配偶。

器官捐赠的范围

器官捐赠的范围包括细胞捐赠、组织捐赠和器官捐赠。

细胞捐赠

是指从一个健康人的体内提取有活力的细胞群，输入另外一个需要救助的人体内。临床上最典型的就是捐赠

骨髓以救助需要骨髓移植的人。

组织捐赠

是指将身体的部分组织捐赠给那些需要救助的人。这些组织包括：皮肤、眼角膜、骨骼、肌腱、血管、神经

等等。一位捐赠者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同时捐赠多种组织给那些等待移

植的人。

器官捐赠

就是将身体的某个仍然保持活力的器官捐赠给另外一个需要接受移植

治疗的人或者医学院校。这些人的病情通常非常严重，而且已经不能用其

他治疗方法治愈。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已经成功地进行过心脏、肾脏、

肝脏、胰、肺、小肠以及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等多种移植。

植物人是否可以捐赠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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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治疗方法 纠错

骨髓穿刺术 肝移植手术 开颅手术

角膜移植 化学疗法 会阴切开术

骨髓移植 器官移植 韩式包皮环…

收藏

中文名 器官捐献

外文名 Organ donation

捐赠范围 细胞捐赠、组织捐赠和器官捐赠

捐赠人 自然人的直系亲属

方    式 无偿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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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人是由于脑部本身疾病或其他系统疾病引起的大脑功能丧失，但脑干功能依然存在。所以，植物人没有

思维、记忆、认知、行为和语言能力，但有呼吸和心跳，而且可以有脸部动作。因此，植物人虽然丧失了部分大

脑功能而暂时失去意识，但是不能捐赠器官。

2009年4月20日，省红十字会和省卫生厅联合在广州召开广东省自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启动会。省红十字会

常务副会长徐火周、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出席会议，来自广州、深圳等十个市的卫生局、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以

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方医院等十四家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代表80多人参加会议。 深圳市红十字会和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会议上做了经验介绍。截至2009年12月，我省共完成了50例器官捐献，成功拯救56位

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至少40位失明患者重见光明，多位烧伤患者康复。 为了表扬捐献者的无私奉献、遗爱自

间的精神， 2008年5月8日，广东省红十字会在增城市万安园公墓设立了红十字纪念园，对于规范遗体器官捐献

工作，引导民众移风易俗、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上，省红十字会和卫生厅决定成立

广东省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下设省器官捐献办公室、省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和省人体器官捐献专家组，对全省的

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统一管理。

人体脑组织是由大脑、小脑和脑干三部分组成的，脑干是人体的生命中枢，它控制着自体呼吸、心跳、血压

等重要功能。人体一些部位的细胞在受到伤害后可以通过再生来恢复功

能，脑细胞则不同：一旦坏死就无法再生。所以，当一个人的脑干遭受无

法复原的伤害时，脑干就会永久性完全丧失功能，以致呼吸、心跳停止。

随后，身体的其他器官和组织，也会因为没有呼吸和心跳而逐渐丧失功

能。临床上所指的脑死亡，就是指脑干死亡。

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医学技术的进步，当一个人发生脑死亡时，医

生可以借助呼吸机和药物来维持他的呼吸、心跳和血压等生理功能长达两

个星期。但一旦撤除这些辅助设施，他/她就无法进行呼吸，心跳也会随着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特

殊疾病，除了脑细胞发生死亡之外，身体其他部位的器官和组织依旧是健康的。

传统判定死亡

传统判定一个人死亡的标准，就是永久性的心脏停跳、呼吸停止以及瞳孔对光反射消失。在心跳、呼吸停止

以后，身体其他部位的组织和器官，都将因得不到氧气与养分的供应而失去功能。

什么是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是将某个健康的器官通过手术或其他方法放置到一个患有严重疾病、危在旦夕的人身体上，让这个

器官继续发挥功能，从而使接受捐赠者获得新生。

移植医学的崛起

器官移植在二十世纪以前一直是人类的梦想，在二十世纪初期，医学界对治疗那些身体某个器官功能严重衰

竭的人依旧束手无策。由于受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器官移植在当时只是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

到了五十年代，世界各地的医生开始进行人体试验，但由于不能很好地控制移植后的排斥反应，器官移植的

效果不尽自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诺华公司发明了免疫抑制药物--环孢素（新山地明）。环孢素的发明使移植

后器官存活率大大提高，器官移植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是本世纪尖端医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哪些人可以接受器官移植

● 心脏

由各种原因导致的心脏衰竭的人，心脏移植是唯一的治疗方法。

● 肺脏

终末期良性肺部疾病的患者，经过传统内科治疗无法治愈，但估计尚有1-3年存活希望，可考虑进行肺移植

手术来改善身体状况。

2 捐赠种类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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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脏

处于良性肝癌末期，无法用传统内科手术治疗的患者，肝脏移植

是唯一的方法。

● 肾脏

当一些疾病对肾脏产生损害，肾脏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时，

就会逐渐发展为肾功能不全，氮质血症，其终末期就是尿毒症。挽救尿毒症患者生命的方法包括透析和肾脏移

植。

● 胰脏

胰脏移植多数是与肾脏移植同时进行的，主要用于治疗晚期糖尿病、I型糖尿病、和胰切除后糖尿病。

除了上述，尚有患有脾脏、小肠、盲肠等多种疾病的人也可以通过接受移植手术获得治愈。

1、接受来访或电话咨询 2、红十字会提供：

《致遗体捐献志愿者的一封信》

《遗体捐献登记表》（一式两份）

《志愿者基本情况登记表》

3、受理志愿者填写完毕的登记表格，告知填写不完整或不恰当的地方

4、为填写合格的志愿者办理：

《致遗体捐献者的一封信》《登记复函》

《遗体捐献登记表》（一份）

《荣誉证书》

《捐献卡》（随身携带用）

现状

据统计，自1986年～2006年的20年来，上海市捐出了自己遗体的市民不足4000人。上海市全年死亡人数约

10万左右，每年却只有300人志愿捐献遗体，百分比仅千分之三。然而，在全国和上海的遗体捐献登记者中，真

正捐出遗体的比例却较小，约占登记者的15%左右。

虽然中国在器官移植技术领域虽然已达到世界水平，但有关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制约了器官移植临床救治工作和移植医学的发展。

原因

伦理观念的影响

传统中国是个伦理社会，古代社会的一般道德准则是将死者入土为安。到了新世纪很多地方的人依然墨守成

规，固执的遵循着那些旧习俗。很多人对于捐出亲属或自己的遗体，感情上很难接受。

利益观念的影响

器官捐献作为一种公民自愿履行的善行，只许捐赠，不可买卖。完全是无偿和公益的，于是一些人就会想

“捐献器官给他自对我有什么好处和收益呢” 。

社会观念的缺失

中国人重自我，轻社会，私民、小民意识根深蒂固，社会责任感差。在人们心目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器官捐献用于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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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陌生他人的漠不关心的观念根深蒂固。

孙少玲（汕头市红十字会秘书长）

按照有关的规定，红十字会组织承担着自愿器官捐献咨询和登记等工作，但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红

十字会根本无法联系到接收捐献器官的单位，因此器官捐献在一定程度上难免成了空谈。

其实，随着市民公益意识的不断提高，时常有人到红十字会咨询有关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的事宜，不少临终

的老人和重病患者明确表态愿意将遗体或器官无偿捐献出来，供教学科研或医疗救治所用，但最后都因为找不到

愿意接受的组织和单位而作罢。当然，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协作才可能实现。

郭晓妃（市民）

让生命在他热身上延续 ：作为市民，对于器官捐献的相关知识、法律法规的确知之甚少。一方面，相关部门

及媒体在这方面的宣传较少，很多人不清楚器官捐献的具体定义，例如哪

些可以活体捐献、遗体捐献需具备什么条件等等；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

不少人的观念还是比较保守，对于死亡的亲人，多年的传统思想都是“入

土为安”，崇尚土葬；后来，虽然人们逐渐接受火葬，但还是受“身体发

肤，受之父母”等观念的影响，要求在保全肢体的情况下进行火化。要将

亲人的尸体进行解剖，或者捐献出有用的器官去救治他人，许多人一时半

会心理上还无法接受。个人觉得，这需要媒体的进一步宣传，让人们真正

体会到将死亡亲人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去救治他人，实际上是使亲人的生

命在他人身上得到了延续，是功德无量的行为。

瑞典

越来越多的瑞典人对身后捐献器官态度积极。据瑞典《每日新闻》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2006年在瑞典进行

了136例器官捐献手术，这是1991年以来手术数量最多的一年。这是一个积极的趋势，表明公众对器官捐献的意

识增强了。

长期以来，在瑞典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一直徘徊在每年100例左右。拥有器官捐献方面的知识非常重要，尤

其是对那些未曾作出选择的患者，用知识说服他们的家属，效果要好得多。二十一世纪以来，患者家属对器官捐

献的了解明显增加，许多家庭成员公开谈论这个问题，这对作出积极的决定有很大的帮助。

根据瑞典器官捐献法，如果死者生前没有作出选择，是否捐献器官将由死者家属决定。自2003年起，瑞典政

府投入了2700万瑞典克朗，加强对自愿捐献器官的宣传和教育。对于已经病危的患者，医院专门配备从事器官捐

献的护士和医生，对病人和家属做工作。通过这一投入，高危病人同意捐献器官的比率增加了30%。

在瑞典900万人口中，有150万人愿在国家器官捐献登记册上登记，没有登记但对器官捐献态度积极的人可

以随身携带器官捐献卡。自1964年瑞典进行第一例肾脏移植手术以来，瑞典在器官移植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德国

德国每年约有1000多病人因不能及时得到器官捐献而死亡。德国每年的器官捐献量不到实际需要的20%。

2005年德国进行了2100例肾移植手术，但同年新增同类病人超过2700人。从德国的民意调查看，超过80%的自

对器官捐献持积极态度，但只有12%的人真正取得捐献证书。通过实践来看，是否具有捐献证书并不是唯一的问

题。有55%的医院没有按规定将持有捐献证书的潜在捐献者的情况及时转达给器官捐献中心，因为这些医院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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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不能得到足够补偿以及怕麻烦。为此，德国国家

伦理委员会建议应有相应的配套措施。

有鉴于此，德国考虑修改器官捐献法。德国于1997年通过的关于人

体器官捐献的法律规定，本意是提高人体器官捐献数量，到二十一世纪初

这个目标并未实现。其原因并不完全是医疗系统能力不足，法律缺陷也是

造成捐献数量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该委员会建议实行一种新的捐

献模式。德国伦理委员会建议，首先要在全国开展宣传解释工作，然后由

国家出面，系统地要求所有公民回答其是否同意死后捐献器官的问题。公

民本人同意或不同意捐献器官的决定，可记录在其医疗卡及驾驶证的数据

库中，公民有权随时改变自己的决定。如果公民不作明确表态，那么他将被告知，在其死后适用“不反对即同意”

的原则。原则上，医务人员可以认为死者默认同意捐献器官，如其亲属不明确反对，医务人员即可摘取其器官用

于捐献。

美国

尸体器官捐献

在美国，所有尸体器官捐献工作均由OPO（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器官获取组织）完成。据

2004年统计，全美有59个OPO，其中50个为独立组织，不依靠于医院或相关研究机构，其余9个则依托指定医

院。所有OPO均由健康和自类服务秘书处（the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指派，并对联邦政府

负责，同时也是国家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OPTN）的一员。

OPO需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在医院建立良好的器官捐献氛围，一方面向医务自员及医院管理层宣传

如何确认潜在的捐献者、如何获得捐献者本人及其家属的同意以及器官获取前的保护措施等；另一方面还要与

ICU、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的专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确保器官捐献的顺利完成。OPO还要负责与捐献者家

属进行沟通，以使其同意捐出捐献者器官。在美国，捐赠者死亡后，约42%-69%的家庭同意进行捐赠；但如果

捐献者生前曾登记愿意捐献器官，家属的同意率可升至95%-100%。

活体器官捐献

2001年，美国活体器官捐献数量（6618例）首次超过尸体器官捐献（6182例）；2002年，虽然活体器官捐

献数量仍高于尸体器官捐献，但增长幅度减缓，活体肾移植增幅为4%（2001年高达11%），但是活体肝移植和

活体肺移植数量明显下降（与2001年比降幅分别为31%和36%）。（图1）2005年，尸体器官捐献（7593）再次

超过活体器官捐献（6902例）。

活体肾移植是活体器官捐献的主体，2002年为6240例，占全部活体

移植的94%，2005年为6571例，占全部活体移植的95%；2002年，活体

肺叶移植25例和肝移植362例，较2001年（活体肺移植49例，活体肝移

植519例）均显著减少，可能与媒体对供体死亡案例进行报道有关。2005

年，活体肺移植和活体肝移植数量进一步减少，分别为2例和323例。所

有活体捐献均以成年人为主（>99.9%），不提倡进行18岁以下儿童的器

官捐献。1993年-2002年共实施35例18岁以下活体肾脏捐献，在活体器官

捐献中所占比例小于0.1%。而活体移植中，亲属间的器官捐献占主导地位（>80%），但不容忽视的是非亲属间

器官捐献比例正在逐年上升。

中国

2007年1月20-22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首届国际标准器官捐献及分流系统联席会议》上进行了一项具有历

史意义的活动。中国首批“器官捐献卡”首发仪式。器官捐献卡英文名“Donor card”，全称为器官、眼角膜志愿捐献

者随身携带卡。上面有申请人签名、联系方式、直系亲属姓名及紧急情况下的联系方式，器官捐献机构联系人电

话，相关网站及发放单位等信息。以便万一持卡人意外身亡，此卡可以作为当事人身前已表达过器官捐献意愿的

证据。

管理人员可以按卡上的序号登录网站查询当事人的有关信息，以便即时与家人取得联系。是否捐献器官最终

还要征得家属签字同意。中国目前有成千上万的终末危重患者和失明患者正在急切地等待人道主义救援。然而由

于器官捐献系统工程缺失，使很多病人在等待中死去。

器官捐献卡是这个系统工程地第一工程。器官捐献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极小概率事件（百万分之一）。没有

庞大的志愿者人群做基数（>1亿），每人每年百万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就不可能成就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器官资

源。所以项目负责人和捐献卡发起人陈忠华教授指出，其发放目标就是在第2个五年计划（2006－2010）内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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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捐献注册自数从总人口数的0.0%推广到50%，届时约有5亿人持有这种爱心卡。绝对数世界第一。

2010年3月，人体器官捐献体系首先在上海、天津、辽宁、山东、浙江、广东、江西、福建厦门、江苏南

京、湖北武汉等十个省市开始试点。4月20日，广东省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正式启动。

广东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徐火周介绍，广东省将成立人体器官捐献组织领导机构——广东省人体器官捐献

委员会，下设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人体器官捐献专家组和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对全省的人体器官捐献进行统筹

管理。以后，全省的人体器官捐献者信息都汇总到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

建立人体器官捐献者资料库和受者资料库。广东的试点在广州、深圳等

10个城市进行，每个城市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站。据悉，由于交通意

外死亡人数比较多，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计划发动广大的驾车人士加入

人体器官捐献者行列。

两大原则

器官捐献以自愿、无偿为原则，特指下列两种情况：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公民通过书面自愿申请器官捐献登记，并且没有撤销其登记，待其身故后进行器官捐献；公民生前未表示

不同意捐献其器官，待其身故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的器官捐献。

另据报道，捐献器官不涉及活体器官捐献和死刑犯的尸体器官捐献。

分配原则

由广东省人体器官捐献专家组根据中国人体器官分配原则(分配原则将另行下发)对捐献器官进行分配，广东

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要对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过程进行见证。

捐献程序

公民可以书面向广东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子愿申请人体器官捐献登记，或者是潜在人体器官捐献者或其配

偶、成年子女、父母有捐献意愿，则由协调员帮助完成捐献手续，公证相关资料，并报送广东省人体器官捐献办

公室，确认后将捐献者资料录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2011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

届时，居民在申领驾照时将对万一遇到车祸等意外情况死亡后，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以及捐献何种器官

作出选择。

时间

2011年9月左右，我国将出台器官捐献的全面构建体系。黄洁夫表示，国家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可以大致分

为5个部分：国家器官移植管理体系、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系统、人体器

官捐献和分配网络体系、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科学登记

系统。

黄洁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系统中，将包括

公民在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

但是否从9月开始登记，黄洁夫表示还不能确定，“取决于工作的进

度。最晚今年年底应该没有问题。”

措施

届时，我国居民在申领驾照时，将登记器官捐献意愿。驾照申领自可以选择万一遇到车祸等意外情况死亡

时，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以及愿意捐献何种器官。

记者了解到，国外很多国家都已有类似器官捐献环节，在发放驾照时，进行捐献意愿登记。驾照申领自签署

一份器官捐献表，进行器官捐献的意愿登记。

黄洁夫介绍，澳大利亚的驾照持有者约80%都愿意签署，在英国，这一比例约为45%。目前我国居民在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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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领驾照时尚无这一环节。黄洁夫表示，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系统完善后，在申领驾照时，每个自根据自己的

意愿，可以选择捐或不捐，以及捐献何种器官。“每个自都有选择权。这是人权问题，不存在不愿意就是不光荣

这类问题。”黄洁夫说。

补偿

黄洁夫说，国家应通过科学的捐献体系来实现器官登记，并通过合理的捐献程序和政策来确保捐献者的权

益，保证移植器官的质量、公正分配与合理使用。

黄洁夫表示，将制定在器官捐献之前、期间和之后对捐献者及其家庭提供人文关怀和照顾的相应措施。这其

中将包括救助补偿政策，器官捐献者有望获得物质补偿。

器官捐献移植涉及必要的经费需求，因此，要考虑捐献者在医院治疗

期间的医疗费用负担和捐赠者家庭的困难。

黄洁夫表示，将考虑采取经济补偿政策。比如减免器官捐献者及其家

人的住院医疗费用、减免器官捐献者的殓葬费用等。

此外，经济补偿的方式还可以考虑捐赠者家庭的医疗保险、学费优

惠、减少纳税等。

2012年11月22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广州表示，中国正在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体

系，并摆脱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将考虑纳入一定的刺激机制，给予一定的人道救助经

济补偿。

器官捐献的登记、分配、保存、器官的获取等都会涉及必要的经费需求，考虑到器官捐献者在医院治疗过程

中的医疗费用负担和捐赠者的困难，提供一定的人道救助经济补偿，比如住院医疗费用的减免、捐赠者家庭的医

疗保险、困难救助、学费优惠、税收减免，包括殓葬费用等都可以纳入考虑。

中国高级官员带头登记捐献器官

2014年4月2日，陈竺、华建敏、李金华等中国高级官员在北京协和医院登记捐献器官意愿，以实际行动表

达对器官捐献事业的支持。

在缅怀逝者的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前夕，4月2日上午，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国家卫计委主办的全国人体器

官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动在北京协和医院学术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十一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李金华等人出席

此次活动。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鼓

励党员、干部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

2014年4月2日的活动现场，陈竺、华建敏、李金华等作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登

记捐献器官意愿，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器官捐献事业的支持。

深圳11岁小学生临终前捐器官救人

年仅11岁的深圳小学生梁耀艺身患脑瘤，临走前他决定捐出肾脏和肝脏。2014年6月6日，他的心愿达成，

其捐出的器官在8小时内挽救了更多的生命。在ICU病房里，小耀艺已经失去了意识，不能自主地合上双眼，于是

护士在他眼睛上涂上了厚厚的眼药膏。

　　因为脑肿瘤的痛苦，曾经的他还想着要改变自己的理想与志

愿。只要能康复，他就要当一名医生，要治好大家的病。在这之

前，他只想去当一个挣大钱的老板，日后好孝顺妈妈。遗憾的是他

不能当一个医生了，他决定捐出自己的器官，并将自己的遗体也捐

给医学院，这样算完成了自己走进医科大学的梦想。图为手术结束

后，医生将小耀艺的遗体推出了手术室，向小耀艺和他的母亲鞠了三次躬，这时候，母亲还是捂住脸，号啕大

哭。

2015年起中国器官移植将全面停止死囚器官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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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资料

器官捐献 ．中国器官捐献网 [引用日期2012-11-23] ．

2014年12月3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中国医院

协会OPO联盟)主席黄洁夫在当日召开的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昆明研讨会上正式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全

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据黄洁夫介绍，我国目前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现阶段我国

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仅约0.6/100万人口，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西班牙的公民身后器官捐

献率为37/100万人口。“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在国内除了传统思想导致人们对器官捐献热度不高以外，人们对于

器官捐献是否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忧虑，也成了中国器官捐献事业发展举步维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本次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2日，全国共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2948例，累计捐献器官

7822个。“2010年至2013年间共捐献了1448例，但今年已经有1500例。”黄洁夫说，2014年至目前，器官捐献量

已超过往年的总量，“我相信器官捐献的形势将越来越好。”

据《京华时报》报道，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坦言，器官紧缺是我国器官移植

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据新华社消息，黄洁夫去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上表示，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工作自

2013年2月在全国推开，标志着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已进入一个以公民自愿捐献器官为主要器官来源的发展新阶

段，死囚器官捐献有望被公民自愿器官捐献取代。

据媒体报道，目前，广东、北京、浙江等38家大型器官移植中心已经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禁止死囚捐献器官或加重器官买卖黑市交易

中国器官捐献者中，死囚器官捐献占了很大比重，而2015年中国将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罪犯的器官。陕西省社

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王晓勇博士认为，器官捐献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也是一种开明的生命态度，这种行为彰显了

人性，让人体的尊严获得了更实际的意义。

“死囚虽然是非常恶劣的罪犯，但必须承认，他们仍然属于社会中的一员，不能随意剥夺他们的人权。换言

之，剥夺死囚的生命，并不意味剥夺了死囚的人权。前者是在法律的尺度下和程序下进行的，后者则违背了法律

的公平正义精神。”

在王晓勇看来，如果禁止死囚捐献器官，一定会加大器官现有供需量差距，可能会造成器官买卖黑市交易的

猖獗，随之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所耗费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尽管如此，却不能认为

禁止死囚捐献器官会给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后果，而要看到：法律对人权的维护就是在维护一个国家的长远利益和

整体利益，也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础。

中国全面叫停死囚器官捐献 自愿捐献成唯一渠道

2011年11月，黄洁夫曾在《柳叶刀》杂志上发文直言不讳地承认，中国在器官移植手术时，的确存在使用死

囚器官的现象。而从2015年1月1号起，这一现象将从此改变。对于中国的器官捐献，黄洁夫的心里藏着一个

梦，他盼望着中国的器官捐献系统不再备受指责，而是因为公平、公正的分配系统和标准的操作规范被世人点

赞。

黄洁夫：我们正在进行自我完善的工作。自我完善的工作有时候是痛苦的，因为你要在自己身上做，所以我

们一定要一起来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让我们器官的捐献或移植系统光明正大的走向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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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捐献器官 可获得减免学费税收等补偿 ．新浪上海 [引用日期2012-11-23] ．

陈竺、华建敏、李金华等在北京登记捐献器官意愿 ．人民网．2014-04-2 [引用日期2014-04-2] ．

深圳11岁小学生临终前捐器官救人 ．网易 [引用日期2013-06-10] ．

内地明年起全面停止死囚器官捐献 ．凤凰 [引用日期2014-12-4] ．

专家：禁止死囚捐献器官或加重器官买卖黑市交易 ．网易 [引用日期2014-12-31] ．

中国全面叫停死囚器官捐献 自愿捐献成唯一渠道 ．腾讯 [引用日期2015-01-2] ．

词条标签： 行业人物 ， 科技 ， 社会 ， 医学人物 ， 医学
分享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761.htm

追查國際存檔 
www.zhuichaguoj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