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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上海长海医院器官移植科病房护理站_护士 
2017_12_20 12-32-52（+862131162866） 

 

内容提要 

1， 肾移植一直在做，今年已经做了三百多台了。 

2， 2016年 3月份成立的移植中心，肾移植做了七八佰例。 

3， 去年 10个月就做了 300多例。 

4， 肝移植今年也做了 100多例，去年做了不止五六十例。 

5， 过节我们更忙。 

6， 我们有个团队专门搞捐肾，专门去劝人家劝捐。 

7， 你最好是很过硬的关系能找到找曾主任、朱友华教授，能给你配好一点的肾源。 

 

 

录音内容 

护士: 你好！ 

调查: 哎，你好，这是那个上海那个长海医院吗? 喂?  

护士: 哎，对的。 

 

调查: 哎，我有个家属想做肾移植，现在那个就是排队的人多吗，做肾移植啊？在做吗，这个? 

护士: 呃，一直在做呀！ 

 

调查: 哦，就还是那个朱，一个朱教授是吧，这是你们医院 

的吧？ 

护士: 对，对，对, 朱友华，朱友华。 

 

调查：看到一个广告，说那个咱们上海三甲医院哈，就一个礼拜就可以做肾移植了，是这样吗? 

护士: 嗯，不一定的，你要看那个医生的，要看专家的。 

 

调查: 哎，咱们这肾移植做的还是挺多的，是吧? 

护士: 今年已经做了三百多台了吧，肾移植。 

 

调查: 哦，那，就是咱们过年期间，咱们也收病人吗？ 

护士: 嗯，我们这一年到头都要收的，过年估计还做的更多。 

 

调查: 为什么过年要做的多呢? 

护士: 呃，这个，我们有个团队专门是搞那个捐，捐赠的。 

 

调查: 哦，就说过年期间比往常时间要做的多一些，是吗? 

护士: 对，一般节假日很多的。 

 

调查: 噢，那我就节假日回，呃，春节以前回去最好了哈？ 

护士: 不是，你要是回来的话，你有，有认识的人哪，或者是让你们看一看，要看医生，你病人要

过来看医生的，不是说你打个电话，就说哎，我今天就过来了，不行的，不可能的。 

 

调查：那我知道，我知道，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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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 而且你不认识朱，朱教授，曾主任了，对吧? 

 

调查: 我光听别人说的。 

护士: 你有没有认识的很熟的人了？ 

 

调查：那我可以通过关系找他，也可以快一点，是吗? 

护士: 你最好是很过硬的关系能找到他，但是要看那个主任，他要不要给你排队呀，什么东西。 

 

调查: 噢。 

护士: 如果有肾源的话，他要根据你的条件要看，要给你配备好一点的病人呀，或者好一点的肾源

呀，对不对? 

 

调查: 哦，那你给我提供说是过年做的多一些，那我就争取在春节以前回去，这样的话就到医院去

找这个，呃，朱教授…… 

护士: 而且你，我说的是过年前多一点也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个团队专门搞那个捐赠，捐肾的那个

团队你知道吗，专门去劝人家劝捐，你知道吗？ 

 

调查: 哦，哦，哦。我还有一个朋友想问一下，就咱们肝移 

植这个医院做吗? 

护士: 做，今年已经做了一百多台了。 

 

调查: 哦，也做哈，哦，那好，那好，那好…… 

护士: 嗯。 

 

调查: 那我也给我朋友说一下…… 

护士: 到时候，哎，对，因为我们做的还满不错的，我反正觉得满不错的，几个教授还可以的。 

 

调查: 噢。 

护士: 挺好的。现在很多就是，很多医院，我们因为这个医 

院是刚成，去年成立的嘛，就短短的一、一两年时间都已经做了将近七八百台了肾移植。 

 

调查: 哦，你说你们去年，不是这个医院很早就有吗，怎么会去年成立的？ 

护士：这个医院是以前二十、三十年前就一个，开始做了第一台，以前都是泌尿外科做的，随后我

们医院把这各个资源都整合在一块儿去了，从那个长征医院调，各个调人，成立一个移植中

心，就资源全部好的资源全部来了。 

 

调查: 哦，你说这个移植中心是去年刚开始成立的哈？ 

护士: 对，去年三月份成立的，对。 

 

调查: 哦，哦，到现在已经…… 

护士: 就老总，老板把，大老板把所有的资源全部整在一块 

儿去了。 

 

调查: 哦，你说把那个像长征医院，原来那个，呃，朱教授不是长征医院…… 

护士: 哎，对，对，长征医院那个教授都来了，对，朱主任就是长征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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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哦，哦，这样子，就为了加强这个力量集中到一起了。 

护士: 对，对，是呢，我们那个大校长搞的，嗯。 

 

调查：从去年三月份到现在，这个肾移植已经做了七、八百例了哈？ 

护士: 嗯，今年都三百多例了呀。 

 

调查: 对呀，你去年三月到现在…… 

护士: 去年，去年应该有三百例，今年更多。 

 

调查: 哦，今年三百多就不止了，到现在都，不只三百多了。 

护士: 嗯，嗯，去年它就，也就十个月做了三百例。 

 

调查: 哦，那，那…… 

护士: 反正最近做的还挺多。 

 

调查: 哦，那今年你，你们起码到年底得四、五百例了？ 

护士: 过年期间估計更多。 

 

调查：那就是肝移植我也给我朋友说一下你们这儿有在做哈？ 

护士: 对，可以呀，你可以介绍介绍呀，对吧，你看哪一些资源都可以带，看一看。 

 

调查: 你说这肝移植也是去年三月份开始成立的啊？ 

护士: 嗯，嗯，嗯。 

 

调查: 哦，一样的。那你说肝移植今年做吗? 

护士: 就是整个中心都是，哎，都是去年三月份成立的，包 

括肝移植和肾移植一块来的。 

 

调查: 哦，你说肝移植今年做一百多了，去年没有做这么多哦？ 

护士: 去年大概五、六十台吧，我记得。 

 

调查: 也，也，也算不少哈……  

护士: 不止五六十台…… 

 

调查: 没有肾移植做的多哦？ 

护士: 对，肾移植主要是有两个专家的，呃，有两个组在这儿。 

 

调查: 哦，那你说那个肾源，像那么多肾源，你们这个都能找，从哪里来这么多肾源呀？是咱们当

地的，还是全国的？ 

护士: 我刚才就给你说了嘛，就是全国都有资源的，都统一调配的，上海估计平台比较好一点，它

那个肾源就多一点。 

 

调查: 哦，哦，这样，一般都年轻的吧，一般都不，就是做完以后手术…… 

护士: 那个，那个要看那个 OPO搞的怎么样了，看捐赠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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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情。 

 

调查: 哦，因为你们本院那么大，你们本院像一些，呃，临终病人也可以做…… 

护士: 也有，也有的。 

 

调查: 也有的哈。 

护士: 也有的。 

 

调查: 哦，他一般捐献都供体呀，呃，这个器官呀？一般捐过来的，多数？ 

护士: 嗯，嗯。 

 

调查: 一般都是供体吗? 

护士: 对呀。 

 

调查: 好咧，好咧，那谢谢你啦啊。 
护士: 没事，没事。 

 

调查: 好，再见，再见哦。 

护士: 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