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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 肝移植今年做了有 50多例。 

2， 想优先做，和们主任（杨洪吉）多沟通，应该问题不大的。 

3， 四川整体来说，不是所有的人他都做得起肝移植的。 

4， 我们做肝移植都是急诊，比如今天晚上做，然后马上就要通知这个受体。 

5， 35～40万不包括肝供体，供肝费不超过 10万。 

6， 春节前后供体多，逢年过节的时候是最忙的。每年最忙的时候就是春节或者国庆，这段时间是

最忙的。 

 

录音内容 

护士: 喂? 

调查: 哎，现在好一些吗？现在听清我说话了吗? 

护士: 现在好一些了。啊，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我请， 

请上级医师给你讲一下，可以吗哈? 

 

调查: 哎，好咧，谢谢。 

医生: 喂！ 

 

调查: 哎，您是那个…… 

医生: 喂，你好。 

 

调查: 医院的哈？ 

医生: 哎，对。 

 

调查: 我是那个宁夏银川的，家属要做肝移植，嗯，问一下情况。 

医生：他这个病人是多大年纪? 

 

调查: 呃，四十多一点儿。 

医生: 呃，他是肝癌还是肝硬化? 

 

调查: 肝硬化晚期。 

医生: 肝硬化是吧？ 

 

调查: 啊，肝硬化晚期，嗯。 

医生：什么血型? 

 

调查: 嗯，B型的。 

医生：B型是吧？ 

 

调查: 啊，就是现在我刚才就问那个护士哈，就说，如果等 

的时间不长，那我肯定带着病人一块回去…… 

医生: 你这个就不好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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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啊。 

医生: 他又是 B型血，然后我，呃，也不知道他这个多长时间会有这个 B型的肝脏，那据我们，我

们一年也要做……我看看，今年可能都有五十多了吧。 

 

调查: 哦，就是能不能有个大约的什么一个，一两周呀，一两个月…… 

医生：这个不知道…… 

 

调查: 哦。 

医生: 这个，然后别人捐献之后，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出现意外，你说对不对? 

 

调查: 哦哦哦。 

医生: 还有就是，出现意外这个人他会不会有这个 B型血，人家愿不愿意捐，这些然后都是一个不

可控的因素。 

 

调查: 哦，他们不说是网上，什么全国统一分配呀，还是怎 

么的。 

医生: 那，我们这边然后又，他肯定是在全国统一分配，但是首先，比如说我们这边协调员，然后

就说，我们这边协调员联系过来肝脏首先保证在我们这边排队的这个病人。 

 

调查: 哦，哦，这样子哈，那就说我…… 

医生: 我个人建议你回来等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平时我们做肝移植都是急诊，就相当

于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就，今天然后就要做肝移植，然后他这个，就比方说我们做肝移植马上就要通

知这个受体，就是潜在的受体所在，然后你要过来，我们要做一系列的检查。 

 

调查: 哦，那就说那个，能够照顾一下，我们就能够提前做，是吗? 

医生: 对，你到时候跟我们主任那边多沟通一下，然后应该，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的。 

 

调查: 哦，您说你们，刚才你说你们今年做了多少了，我没听清楚。 

医生: 今年应该有，应该有五十多，我具体我也没去统计过。 

 

调查: 哦，你们一年还做不了上百个？一百、一二百个，做这种肝移植吗? 

医生: 你在四川这边儿，然后你很难达到这样的数量的。 

 

调查: 是吧，呵呵，哦，那…… 

医生: 因为四川，四川，因为四川这边和宁夏那边其实，四川经济条件比宁夏相对好一些，但是四

川整体来说毕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做得起肝移植的。 

 

调查: 哎，对了，您刚说这个，那我这个价格您给我说一下，我好准备钱哪。 

医生: 我们这边，然后做肝移植的话，费用一般可能是在 35 

到 40万左右，就说如果恢复顺利的情况下是这样的。 

 

调查: 哦。 

医生: 但是如果你这个恢复不顺利，这个的确就，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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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哦，那，那个，他那个供肝的人，我们需要给他这个供体的这个费用吗? 

医生: 对，你这个供体的费用肯定是要给的，但是这个，呃……供体费用肯定是要给的。 

 

调查: 供体费用那个，不包括这个 35万里吧？ 

医生: 对，这供体费用可能就几万钱吧。 

 

调查: 哦，几万块钱，超不过十万吗? 

医生: 呃，不超过。 

 

调查: 不超过十万哈。 

医生: 他这个供体费用，他这个是一个比较阳光的途径，就比方说别人这个捐献就相当于走人道主

义的补助，这就是通过这个，呃，医院的相应的这种机构，不是说这种私相授受，不是这个意思，

知道吧？ 

 

调查: 哦，因为我还听，听我一个朋友说哈，他说那个以前，以前那种什么从监狱里头，那种，那

种犯人哪或…… 

医生：这种渠道现在在中国已经没有了。 

 

调查: 哦，没有了哈，哦，没有了…… 

医生: 对，这个现在在中国，这个现在这种渠道在中国大陆 

都已经没有了，这个，自从 12年之后就已经没有了。 

 

调查: 哦，这样子？ 

医生: 嗯。 

 

调查: 哦，那好吧，那谢谢你，您贵姓啊? 回去找，找您吧，您贵姓? 

医生: 哎，我姓杨，我姓杨。 

 

调查: 嗯，杨，杨大夫哈，杨大夫。 

医生: 嗯，嗯。对，对。 

 

调查: 呵呵……那，那好吧，那谢谢你了，杨大夫啊。 

医生: 嗯，对，我们主任也姓杨，我们主任也姓杨，我们主任叫杨洪吉，我们主任也姓杨，他，我

们主任是以前从加拿大归国的一个，呃，归国的一个器官移植的专家。 

 

调查：那行了，那我那个什么，我跟家里商量一下，我看尽快回去…… 

医生: 其实怎么说咧，我希望你在春节之前能够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你也知道每年，就是到这个

春节期间，它这个春运期间，然后就相对于出现这种意外的这种比较多，然后出现这种捐献的这种

相对来说也比较多，所以说我们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是最忙的。 

 

调查: 哦，这样子…… 

医生: 因为你春节过了之后，春节过了之后，可能又要等满长的时间。 

 

调查: 哦，这样子，那行吧，那谢谢你啦。那个，我跟家里 

商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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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就是你听我说，就说我还是建议你，然后就说在春节 

之前回来，春节之前回来。 

 

调查: 哦，哦。 

医生: 比方说在春节之前的一个月左右回来，反正就尽快嘛， 

尽快回来，这个，因为我们每年最忙的时候就是春节 

或者国庆，这段时间是最忙的。 

 

调查：那行吧，那就谢谢您啦杨大夫啊。好，再见哈！ 

医生: 嗯，好，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