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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驻河南解放军 153 医院_肾移植护士 

2017-10-27（+86+37160652180） 

 

内容提要 

1, 上个月就做十几个，一年有做 100多例。 

2, 我们等肾源比广州快，肾源质量也好。 

3，问为什么質量好，说你来了再说吧! 

4，邱主任是我们科室主任，彭主任是退休了返聘的。 

5，一般肾移植的都会优先安排。 

6， 肾源你不用担心 

 

录音内容 

调查：哎，你好！这是 153医院啊？ 

护士：啊。 

 

调查：哎，那个护士我想问你啊，如果是外省的病人，到 

你们医院来做那个肾移植登记，现在怎么办呢？ 怎么、怎么做呢？ 

护士：你要先来这里。你已经做过那些配型，做好了吗？ 

 

调查：在当地是做过了。哎，你们今年做没做呀？ 

护 士：今年做了，上……九，八月份、九月份一个月都做了十几例了。 

 

调查：噢，一个月都做了十几例哈！ 

护士：嗯。 

 

调查：那你们今年到现在有没有，他就说你们一年好像有要做 100多例呀，是吗？ 

护士：啊。 

 

调查：噢，那这样的话，机会就会比较多哟！是这个，就 

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护士：啊，挺快的！这，这排队排得挺快的。你是哪里的？ 

 

调查：噢，这是安徽。 

护士：噢，好多安徽的。 

 

调查：噢，到你们那很多安徽的哈？ 

护士：对呀！ 

 

调查：噢。 

护士：好几个呢！ 

 

调查：噢！你说现在吗？ 

护士：就今、就这～，因为我是刚来这个医院，我原来在别 

的肾移植中心做。就这几个月，都好几个安徽的呀！ 

 

调查：噢，现在是你们那个邱主任在做，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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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呃，还有彭主任。 

 

调查：彭主任。 

护士：也可以做。 

 

调查：噢，彭主任，我没听说过。噢，我只听他说～ 

护士：邱主任是我们主任。 

 

调查：噢，等，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大概的时间呢？比如说 

他这个血型是那个 B，是那个 B型。好像据说比较 

好等吧哈？ 

 护士：B型比 O型好等吧。 

 
调查：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大概的时间？ 

护士：哎，这个很难说。因为之前有一个是你们安徽的，我 

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吴建中（音）他只是过来，就是做个检查排队等，但是他刚做完检

查，第二天就有肾源了，所以他就很快。但是也有人在这一直住着等，也有等两三个月的。

他们广东的都是、都是住这，在这住着等的。 
 

调查：噢，广东的哈！噢，这么远的都跑你们这来啊？ 

护士：嗯。这比，这比广州排队快，因为广州人多嘛。 

 

调查：你们去年，一年做了多少台手术啊？这个肾移植，去 

年？ 

护士：去年，我也不清楚。去年，我不在这个医院。 

 

调查：噢！那今年呢？ 

护士：今年还没有统计。我也，我就知道，从我来，反正 

每个月都做。 

 

调查：噢，每个月。你说刚才九月还是十月，做了十几例哈？ 

护士：哎呀！现在，对！现在呢，就是肾移植的手术技术， 

全国都比较成熟。但凡是有资质做的，技术都没有 

问题，就是你看医生。 

 

调查：噢，这个不用担心噢。 

护士：对！不用担心。然后主要是你考虑，一费用的问题， 

二你排队时间长短的问题，是不是？这个一般都…… 

 

调查：对，费用吧，这个倒还是一方面，关键是排队时间 

长短，我们就比较关心。呃，你们这边是算是～ 

护士：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哈，就是在广东的话，为什么 

广东他们都来这儿。 
 

调查：噢，噢。 

护士：嗯，在、在这边的、这边的还是，我觉得，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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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之后，他们相对还是挺快的。 

 

调查：噢。那～，噢，哎，他那个～ 

护士：你可以先把病人带过来。 

 

调查：噢，你刚、你刚说那个～ 

护士：邱主任是我们的科室主任，彭主任是退休了返聘的。 

就是做、做手术，就是邱主任做，然后主刀就是邱主任和彭主任。 

 

调查：那好。再有一个呢，你们这边就是床位不会说什么紧 

张吧?不会说来到这儿，没有，住不进来这种情况吧？ 

护士：嗯，我们床位比较多，然后两层楼。然后一般呢， 

像肾移植，噢，像要做肾移植的，我们就会特殊照 

顾一下，因为特别从外地过来的。 

 

调查：噢。 

护士：你们来一般都不会没有床位的情况。 

 

调查：噢！还是不太会没有床位哈？ 

护士：因为我们是泌、我们是泌尿外科，有普通病人也有 

肾移、要做肾移植的。一般肾移植的都会优先安排。 

 

调查：嗯！嗯！好的。哎，那再有一个就是，你那个、你刚 

说肾、肾移植，呃，就是在、在你们这边是两层楼。是专门护理吗？还是跟泌尿外科病人一

块护理呀？ 

护士：分开的。 

 

调查：噢，分开，噢。 

护士：他们做完手术，都是，我们都是分开的。 

 

调查：噢，好的。哎，你、你刚说现在病房里头还有安徽 

的病人，是等待做手术啊，还是做完了呀？ 

护士：做完的。  

 

调查：噢！刚做完。还没、还没出院是吧？ 

护士：出院，他们出院了，现在都出院完了。他们有时 

候回来复查，住个一、两天又走了。 

 

调查：噢，噢。  

护士：嗯，好几个安徽的。 

 

调查：噢！那现在病房里面，还有没有刚做完手术，还没 

出院的呢？ 

护士：诶，都出院了，好像。 

 

调查：噢！都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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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今天出院两个。 

 

调查：噢！好的。好的。我本来说如果有人在病、就是还 

住在医院里，我们这边的亲友，噢，河南这边的亲 

友，可不可以到你们医院来跟那个病人家属聊一聊，就是这样心里就更放心。 

护士：你聊～ 

 

调查：噢！ 

护士：嗯，可～，你、你问他们，你不是别人介绍的嘛， 

你也可以跟他沟通沟通啊！ 

 

调查：那这病人就是早两年了嘛！都不是现在的情况嘛！ 

都不是眼下做的嘛！ 

护士：噢！你想找那些刚做完的是吧？ 

 

调查：对！ 

护士：那人家，一人家刚刚走了，二再说你，你想跟他聊… 

 

调查：他还不一定哈！ 

护士：你见他人可以聊，你见他人可以聊，你通过电话… 

 

调查：噢，懂。 

护士：没有。你想问什么都可以呀？你想有什么担心的呀！ 

 

调查：我懂。 

护士：我、我、我是，我在肾移植方面十多年了。 

 

调查：他们说那个并、并、并发症还是蛮多呀哈？ 

护士：并发症，并发症怎么说呢，你要是注意好了，小问 

题也多多少少都会有。 

 

调查：哎，那你们、你们这个做，比如说前那个，一年做 

这个这么多哈，有没有就是，最后熬不过多久， 

就、就不行的那种？就是可能还是有，但是比例大 

不大呢？ 

护士：你、你、你说的熬不过是指的怎么说？ 

  

调查：也就死了呗。 

护士：是哪方面？那个、这个全国、全国都不多的。 

 

调查：哦！不多哈？ 

护士：嗯！不多，即使有并发症，现在技术都比较～ 

 

调查：噢！他们就说你们医院那个肾源质量比较好。 

护士：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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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因为原来那个病人，不过他是早两年啰！他说你们质 

量，肾源质量～（护士：嗯，是的！），是这样的哈？ 

护士：是的。 

 

调查：噢！那为什么你们肾源质量，是部队医院的原因吗？ 

就是这方面就是… 

护士：哎呀！这个你、你来了，再具体跟你讲吧！这个是真 

的。因为我之前在别的医院做的，做过，也是在肾移植科的。这个肾源的质量，确实可以

的。 

 

调查：噢，就相对来讲，153的肾源比别的地方可能要好， 

是吧？ 

护士：嗯！ 

 

调查：噢，他们就是说，说你们医院，相对，因为有两三个 

病人就这样说了，他说那个，这边肾源好。（护士： 

嗯！）现、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有那种，监狱的那种肾源啊？ 

护士：没有了吧！ 

 

调查：噢！ 

护士：不是不允许执行那个枪决了吗？ 

 

调查：但是好像他们说，那你要去看医院，你跟医生如果 

真的有那么大本事，跟医生能够沟通好的话，好像 

说… 

护士：嗯！ 

 

调查：哦，那个就私底下跟医生有那个的话，还是有可能 

的。那么我们就就不知道你们这边，就是有没有这 

种条件？ 

护士：这个你、你给～，我暂时我不知道，你给主任沟通 

一下。 

 

调查：噢！哎～ 

护士：肾源你不用担心。 

 

调查：那你～你原、你、你原来是在哪个医院的，就是肾移 

植？ 

护士：在广州。 

 

调查：噢，广州，从广州过来的哈。噢。 

护士：嗯嗯！ 

 

调查：噢！噢，怪不得你刚说对广东比较了解。噢。 

护士：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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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好的，好的。那我到时候看，给那个主任联系吧哈！ 

护士：嗯！ 

 

调查：好的。那我、我先这样给你说到这里，然后我再回头 

要跟你们再联系哈！ 

护士：好！ 

 

调查：好，谢谢哈！好，再见！ 

护士：嗯！好，不用。BYE-BYE！ 

 

调查：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