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菏泽泽已已有有33人人实实施施器器官官捐捐献献
目前10名志愿者登记捐献器官，很多人对捐献器官仍有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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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器官官捐捐献献流流程程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

按照捐献过程和主要内容共分报名
登记、捐献评估、捐献确认、器官获
取、器官分配、遗体处理、缅怀纪念、
人道救助等八个重要环节。

一、报名登记
凡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居民，愿意身故后无偿捐献器官
者，可在户籍所在地、居住地或住
院地的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或登
记站办理捐献意愿登记手续。

二、捐献评估
当潜在捐献状态出现后，如

果本人曾经有捐献意向或家属有
捐献意向，则可以由家属或医院
的主管医生联系所在医院的信息
员或协调员，并上报省级人体器
官捐献办公室(或省级红十字会)。

三、捐献确认
经评估，应符合器官捐献相

关标准，在协调员见证下，由捐献
者家属代表填写《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登记表》，捐献者的父母、配
偶、成年子女均应签字确认，或委
托代表签字确认。

四、器官获取
在捐献确认工作完成后，由

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派器官
获取组织按捐献意愿实施器官获
取工作，并摘取《中国人体器官捐
献登记表》中同意捐献的器官或
组织。专职协调员见证获取过程。

五、器官分配
器官移植完成后，由器官捐献

协调员或器官移植定点医院向省
级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省级红十
字会)报告器官接受者的相关资料，
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填写《中
国人体器官捐献完成登记表》，上报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

六、遗体处理
从事人体器官获取的医务人

员应当尊重捐献者的尊严，对摘取
器官完毕的遗体，应当进行符合伦
理原则的医学处理，除捐献的器官
(组织)外，应当恢复遗体原貌。

七、缅怀纪念
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省

级红十字会)应向捐献者家属颁发
捐献证书，将捐献者的信息铭刻在
器官捐献纪念碑、纪念林、纪念馆
或纪念网站上，并为捐献者家属提
供缅怀亲人的场所，组织开展悼念
活动，缅怀和纪念器官捐献者。

八、人道救助
各省(区、市)根据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工作委员会制定的相关政策
并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制定对
贫困捐献者家庭的人道救助办法。

本报菏泽8月22日讯(记者 李德
领) 18日晚，曹县邵庄镇仁庄村村民
王宁去世后，成功捐献1个肝脏、2个肾
脏、2只眼角膜，这是菏泽第3例器官捐
献者。22日，记者从菏泽市红十字会获
悉，目前菏泽共有10名志愿者进行器
官捐献登记。据菏泽市红十字会负责
人介绍，不少患者或者家属受传统观
念影响不接受器官捐献。

据市红十字会负责人介绍，我国
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
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例左右，远
远不能满足临床治疗需要，“对某些器
官衰竭患者来说，器官移植是延续生
命的唯一希望，每天都有许多患者承
受着与死神搏斗的煎熬，焦急地苦苦
等待着，遗憾的是，有相当多的患者尚
未等到，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据了解，山东省从2010年10月全
面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截至目前，
菏泽共有10名志愿者进行器官捐献登
记，并实现3例捐献。“患者或者家属主
要还是传统观念影响，认为死后要留
全尸，不愿把器官捐献出去。”

“市民即使现在登记捐献器官，但
如果在去世前不愿进行捐献，我们会
尊重患者意愿。”市红十字会负责人
说，有捐献意愿的市民可带身份证复
印件去当地红十字会进行咨询及报名
登记，在登记时需要家人签字，最好经
得家人同意。

据市红十字会负责人介绍，器官
捐献并无绝对年龄限制，主要视捐献
器官及组织的可用性而定。原则上，有
关器官或组织的功能良好，没有感染
艾滋病或其他严重传染病，没有癌变
(除原发性脑肿瘤)者，一般都适合器
官捐献。另外，专门的医疗小组会评估
捐献的器官是否适合用作移植后，才
会进行手术。

同时，市红十字会负责人提醒市民，
拯救生命是每位医护人员的天职，器官
捐献只有等到所有抢救措施失败后，医
护人员与病患家属开始讨论死亡时，才
会被提出。只有患者被医生证实死亡后，
才会考虑是否适合捐献其器官。

据了解，器官捐献主要包括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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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撤销该登记，待其身故后进行的
器官捐献；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
献其人体器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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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菏泽8月22日讯(记者
陈晨) 21日，本报《2岁娃昏

迷不醒，谁能救救他》报道了为
救治车祸病重的2岁孩子小佳
顺，三位亲人放弃治疗的事迹。
两天来，多位好心人为小佳顺
捐款2900元。

“你好，是齐鲁晚报记者
吗，我看到拯救小佳顺的新闻，
想为他捐一些钱。”21日下午，
记者接到来自曹县一名好心人

电话。这名好心人坚持不透露
姓名，只想为小佳顺的治疗尽
一份心。

两天来，有好心人拨打小
佳顺的姐姐杨海霞的电话想要
捐助，也有远在滨州上学的菏
泽学子托同学送来救命钱。“我
想谢谢好心人，虽然我不知道
他们的姓名，但我会把每一份
给弟弟的爱心都记在心中。”杨
海霞感动地说。

22日下午，在菏泽市立医
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苗祥玉，
副院长司世同等人的陪同下，
菏泽市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赵豪

情、市卫生局副局长冯峰等人
前去慰问小佳顺。

杨海霞告诉记者，由于小
佳顺身体虚弱，长时间用胃管
输入流食，小佳顺的血管已经
很难找，“今天市立医院的麻
醉师给弟弟在脚上扎了留置
针，可以直接输液到静脉，这
个针可以保持四五天。”杨海
霞说，希望有更多好心人来帮
助弟弟。

3个月前，一场车祸让妈
妈、弟弟和姑姑重伤，为救2岁
的弟弟杨佳顺，妈妈放弃康复
治疗，姑姑选择不做腿部骨折

手术，患有直肠癌的父亲将接
受化疗的时间一拖再拖，三个
亲人为把救命钱留给小佳顺，
纷纷选择放弃治疗，而小佳顺
因脑积水在重症监护室昏迷，
等待着手术的机会。“医生说
治疗手术要去大医院做。”杨
海霞说。

如果您想帮助这个用三人
放弃治疗换来希望的2岁男童，
可以拨打小佳顺姐姐杨海霞的
手机：18369088212，如果好心
人想为小佳顺捐款，可打入杨
海 霞 的 农 行 账 户 ：
6228481836322334760。

小小佳佳顺顺收收到到第第一一笔笔爱爱心心款款
姐姐杨海霞希望得到更多好心人帮助，让弟弟有做手术的机会

2012年11月13日，东明
县袁松涛、陈爱云夫妇在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
表》上签字，他们的儿子袁
振在放学回家路上遭遇车
祸，住进医院50余天一直昏
迷不醒，且意识完全丧失，
这对坚强的夫妻决定在儿
子去世后，捐献儿子器官。

11月24日晚11时30分，

袁振停止呼吸，25日凌晨1

时许，肾内权威医疗机构专
家进行了器官、眼角膜提取
手术，分别从袁振身上提取
了眼角膜、肝脏、肾脏等器
官，这是菏泽首例器官捐献
者。“这些器官将分别给需
要的人，帮助他们回复光
明、挽救生命。”菏泽市红十
字会负责人说。

其实，袁松涛作出捐献
儿子器官的决定，还有一个
埋藏在他心底的秘密。20年
多前，袁松涛的堂哥得了尿
毒症，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肾
源，留下三个孩子去世了。

“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肾
源，我堂哥也不会那么早就
去世，那年他才32岁。”

(本报记者 李德领)

小佳顺危在旦夕盼救助

延伸阅读

菏泽第一例器官捐献

作为菏泽首个器官捐献案例，袁松涛、陈爱云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名并按
下手印。(资料图)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

本报菏泽8月22日讯(记
者 董梦婕 ) 本报《姐妹
同心抗病魔谱人间大爱》一
文于8月21日一经刊登引起
市民热议，刚过研究生笔试
的花样女孩李美娜竟被查
处患有尿毒症后，家人欲捐
肾却配型失败，她现在只能
边每周到医院做透析维持
生命，边等合适肾源。

“真想把自己的肾给妹
妹，不想再看她这么受罪。”
牡丹区王浩屯镇水牛李村李
美霞说，自从妹妹李美娜半
年前查出患有尿毒症后，每

周都要去医院做两次透析，
如果不透析随时都有生命危
险，“半年内竟消瘦12斤，她
曾经是那么活泼、精力充沛，
我真希望她早点好起来，但
是合适的肾源太难找啦。”

据李美霞说，肾脏配型
的要求非常多，只有血型、
基因等诸多要素都匹配，才
能进行肾移植手术，而家人
的化验结果显示都不合适，
要做肾移植手术，只能等外
医院的外来肾源。

而合适的肾源简直可遇
不可求，要想维持李美娜的

生命，姐姐每周都要带她去
医院做两次透析，一次透析
就要花费600元，每个月要花
费5000元，这对李美娜一家
来说犹如背负一座大山，父
亲借遍亲戚朋友，半年时间
里家里就多了七八万元债，
但是这病犹如一个无底洞，
持续的透析费用让整个家庭
越来越苦恼。“已经辗转多家
医院帮妹妹寻找肾源，医院
也都留下了妹妹的资料，表
示会尽力帮忙寻找，我真怕
肾源还没找到，妹妹和家人
都坚持不住了。”

配型失败 花样女孩苦等救命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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