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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_肝移植_医生 
2017-10-30（+8637166279137） 

 

內容提要 

1， 費用 55～65萬 

2， 今年马上就突破两百例了，是一百九十多例。 

3， 有从深圳、广东那边过来的，说这边的肝源比较多，这边肝多，等的时间会快。 

4， 我们医院只要申请到了这个肝，就是半夜也做。大部分手术都是半夜在做的，因为半夜时候

肝來了。你如果只白天上班时间去做，哪能做的了这么多例手术？我们这边教授就是有肝就

做！ 

5， 去年在郑东新区新開了一家醫院，估计下个月东区那边也能开展这个肝移植手术了。 

6， 教授两边做，都是两边跑。 

7， 老区走廊里、楼梯间全是加床，病号太多了，住不下！ 

8， 反正现在一个病区基本上连加床都能收到一百多号人。 

9， 手术后还要吃排異药，一个月你不得花几千快钱吃这个药嗎？包括术後的花费，要考虑一下。 

10， 我师兄张嘉凯是取肝的。 

11， 张嘉凯跟那个郭文治他们倆，他们倆就搞肝移植的。 

 

录音内容 

大夫：喂！ 

 

调查：哎大夫你好，可以听到吗？ 

大夫：嗯。说，干啥？ 

 

调查：就是问肝移植的事情嘛，就是不是说你们郑州大学附一医院肝移植可能排队比较快嘛，这才

来问，因为那个病人原来留的是你们那个尾数 36的那个电话，他叫我找你，好，我就打过来

的。 

大夫：你是要做肝移植是吧？ 

 

调查：对呀，就是家里有亲人。 

大夫：你家是哪的？ 

 

调查：这个病人是安徽的。 

大夫：安徽的想来我们郑州郑大醫學院做肝移植，是吧？ 

 

调查：对。 

大夫：那你就得先住上院。 

 

调查：是啊。因为最终我们是要过来的，但是在来之前因为毕竟外地嘛，还是先大概问个情况，哎

你们这边就是那个肝移植手术的费用大概多少万哪？ 

大夫：哦～应该是在～五十五万到六十五万之间吧。 

 

调查：噢，因为我问了另外两家医院他有一家说肝源费，反正有一笔费用（大夫：对！），你们这

边肝源费是多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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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这个我还不清楚嘞，这得问问教授，但是俺們教授就是因为郑大一附院今年做了都马上突破

两百例了，应该在全国排名也是前三位了，前几位了。 

 

调查：噢。 

大夫：然后他们做这个手术都很成熟，而且吧他这个，就是也有那边从深圳呀，然后广东那边过来

了。然后就、就说这边的肝源比较多，然后可能就是肝源比较多（调查：噢），然后这个资

源比较多，就是说等肝，就这边肝多，然后等的话，等的时间会快，其实我们院也是，啊。

就是我们院就是只要申请到了，然後这个肝，就是半夜也做。就是，而且大部分这个手术都

是在半夜在做的，就是肝啥时候来了就啥时候做手术。 

 

调查：噢～大部分都在半夜做，那为什么半夜做呢？ 

大夫：因为半夜时候肝来了嘛！ 

 

调查：噢这样。 

大夫：啥时候有肝就啥时候做嘛。你、你如果不用这些时间的话，你只白天上班时间去做，哪能做

的了这么多例手术？ 

 

调查：噢～ 

大夫：哪能拼的过人家，知道嗎？ 

 

调查：噢～噢～ 

大夫：就是跟你说我们这边教授就是，就是有肝就做，他、他们就是，就是那个啥，就不辞辛勞，

有肝就做！所以，所以可能就在外边传的，就是等得比较快。 

 

调查：噢～诶你们像你说快两百例了，已经？ 

大夫：对。 

 

调查：那一百九十多，还是怎么？ 

大夫：对，一百九十多了。 

 

调查：噢～ 

大夫：就是上周、上周六吧，上周六好像还又做了一台，然後是第一百九十例，好像是。 

 

调查：噢～噢～ 

大夫：今年的。 

 

调查：诶你这边是专肝移植病区哈？ 

大夫：对，这就是肝移植病区，但是东区现在，你打的这个电话是东区。 

 

调查：噢。 

大夫：郑大一附院有两个，两个、有、有好几个病区嘛。 

 

调查：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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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它老院区是在、是在中原、是在那个建设东路一号（调查：噢），但是它不是去年、去年我

们医院新开了一家医院，在郑东新区，新开了，新开一家医院，然后肝移植的教授，就是这

边还没有开展，手术还是在老区做。 

 

调查：噢，在那边做啊。然后，噢。噢。 

大夫：对，手术在老区做，然后老区、老区现在就是床位比较紧张，然后都是加床，所以说就是这

些肝移植术后复查的病人大部分人会来东区住院复查，但是手术现在东区还没有开展，但是

听我们教授的意思就是，就是这个月已经到月底了，估计就是下个月就应该东区这边也能开

展这个肝移植手术，就是就是那个手术室啥的，就是开展。 

 

调查：噢噢。那这两边做唷？ 

大夫：对，两边做。对，所以教授都现在也是两边跑。现在教授也是就是一星期有两天来东区查

房，然后其它三天去老区查房，他们就是这样来回跑，反正、反正这两医院教授都是一样的，

啥什么都是一样的，用药啊、用药啊、收费啊，然后包括肝源啊，啥都是一样的。就是、就是

这个手术现在就是手术室，然后可能团队还没有就是完全给那个啥，给重新结合起来，然后再

重新开展在东区，所以说现在肝移植手术还是在老区做。 

 

调查：老区那边可能主要是刚刚做完手术的，完了你们这边可能是术后过来就是～ 

大夫：术后复查，术后复查，因为这边环境比较好，新的，新盖的医院，环境比较好，而且没有加

床，都有正床。老区环境比较差，老区就是相当于走廊里呀、然后楼梯间全是加床，就是、就

是病号太多了，然后就住不下。 

 

调查：噢那做肝移植的病人还能住在加床吗？也有这、也这样做？ 

大夫：那没办法呀，那、那、那就是现在处于一个就是、就是你你如果一般情况还可以，就是大家

现在就是、就是预约床位嘛，就是都排的来，现在在家排着，然后有床了就来。 

 

调查：对，要是就能够真找个床位都不容易。 

大夫：对，找床位都不容易。 

 

调查：诶你那边正规的床位，你们老区那边正规床位有多少张吗？ 

大夫：一个病区，反正现在一个病区基本上连上加床都能收到一百、一百多号人，全球最大的医

院，反正你看吧！反正就是，他说的加床也不是说就什么都没有，现在、现在搞的走廊上吸

氧啊干啥啊都可以完全达到啊，很挤，但是～ 

 

调查：噢～这样啊噢。加上加床差不多都有一百来张床位了是吧？ 

大夫：就是算上加床，正床，我跟你说正床其实也就、也就五十多张，一个病区，会加一半。 

 

调查：噢，噢，做肝移植就一个病区是吧？ 

大夫：肝移植反正基本就在，肝移植应该就是就只有这一个病区做，肝移植病區。 

 

调查：噢，那好像你们这边说住院的时间只要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一般来讲很，就说～ 

大夫：就是等肝源嘛！你就完善术前检查，然后配型，然后等肝源，等到做，做完了～ 

 

调查：噢做完了多久出院呢？ 

大夫：那得看情况嘛！看你自己那个，看，看病人情况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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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噢，因为术后就关系到费用嘛，住的久就关系到费用嘛，所以大概问一下。 

大夫：哦那反正，那反正、差不多吧，反正他们说就是五十五到六十五万之间。那你术后、术后并

发症这些，那、那，那相对于这些钱呢的话应该都是小钱吧！ 

 

调查：嗯嗯嗯，嗯嗯。 

大夫：然后包括你术后之后，你手术之后你每个月还要、还要吃那个排異药嘛，抗排異的药也得上

千块呀，一个月，一个月你不得花几千快钱吃这个药嘛，所以说这个花费确实需要可虑考

虑，包括术後的一些这些花费，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 

 

调查：诶听说你们医院，郑大附一院就是肝源质量比要好，我就不懂为什么各家医院肝源不一样

呢？ 

大夫：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有专门一个团队吧。 

 

调查：在找肝是吧？ 

大夫：啊对，就是、就是整肝源嘛，找肝源。 

 

调查：哦～因为我托一个朋友在问，他说你们医院～ 

大夫：我们这边教授也找，他们、他们也找，就是，就相当于就像那我跟你说的，就是只要有肝我

们就做，就是他们这种敬業精神，像我们的师兄，基本上可以三天、三天，每天晚上睡两三

个小时，天天、天天很辛苦的！ 
 

调查：你你们师兄本身要负责去取肝是吧？ 

大夫：对呀，就就会去取。就是、就是配型嘛，申请，你现在肯定得先申请，先申请完然后配型，

配型完了然后就是说去取肝嘛，取回来之后然后就做手术嘛，就这流程。 

 

调查：噢那你那个师兄如果他那个的话，假如说我们家属如果能够拜托他，其实说实在大頭都花了

也不在于这点钱了，如果说能不能够在肝源上给我们一个方便，就是找个比较那个质量好～ 

大夫：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这个应该，这个可能就是会努力争取，但是具体他们是怎么分配的，

然后怎么弄的，我觉得肯定是你先申请，申请的越快肯定到的越快。 

 

调查：你你的那个师兄是不是叫曹胜利那个大夫？ 

大夫：我不太知道。我只知道张嘉凯。 

 

调查：噢你的师兄就叫张嘉凯是吧？ 

大夫：嗯。 

 

调查：噢那个叫曹胜利，有个叫曹胜利的我听说～ 

大夫：郭文治老师，郭教授他是搞肝移植的。 

 

调查：噢他是搞肝移植的，噢。 

大夫：郭文治，他是教授。 

 

调查：噢～噢～ 

大夫：张嘉凯他们两就是一组的，他们两是搞肝移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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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噢～张嘉凯可能就是负责去取肝啊什么的。 

大夫：张嘉凯跟那个郭文治他们两，他们两就搞肝移植的，具体我不知道，你知道吧，人家也不会跟

我说，我就是一个专科的。 

 

调查：噢～我知道。 

大夫：我就是轮转的你知道吧，我就在肝脑外科待一个月，我就是把我了解到情况跟你说一下，但

具体怎么弄怎么弄你问的都太细了。 

 

调查：好的好的，因为这么大个手术花几十万，心里面，再加上我们～ 

大夫： 所以你应该自己来，所以我还是建议你来，你来直接找教授问，知道吧（调查：嗯嗯好的）

这些事情你问我们、我们这些下级大夫是一点权力都没有，而且一点、一点信息都不知道

（调查：嗯好的好的）！就是你想知道的信息，最好是找教授去问，（调查：嗯）找教授当

面去咨询这个事情（调查：好的）。比较慎重，你知道吧？你可以发动你家亲戚，就是、就

是去问，你跑一趟，其实、其实我还是建议你来一趟。 

 

调查：嗯，是的、是的。 

大夫：来一趟当面跟教授谈一下。 

 

调查：好的、好的，那好，哪谢谢你、谢谢你啊，我大概，谢谢你，那好，再见！ 

大夫：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