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域外经验

●法国：“预设默许”原则
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 ，法

国的器官捐献新法正式生效 。
该法规设置了 “预设默许 ”原
则，也就是说，除了在官方渠道
注册为 “主动退出 ”的人外 ，所
有人都将被默认为 器官 捐 献
者， 不管家属是否同意捐赠死
者器官。 不过，法国公民也可以
留下亲笔签署的声明文件给直
系亲属， 或者口头向亲属表达
拒绝捐赠。 在声明者去世后，亲
属必须向医生递交一份拒绝捐
献器官的书面声明。

●美国：充分利用科技和社
交手段

2016 年 7 月， 苹果公司宣
布在 iOS10 系统中搭载新的健
康应用软件 ， 直接帮助用户登
记捐献遗体和器官， 并于 2016
年 秋天 在 所 有美 国 发 售的 i鄄
Phone 中更新该功能。 在更新后
的健康应用中 ， 用户只需一个
按键就可在美国生命捐献组织
(Donate Life) 登记为器官捐献
者。 用户还可将自己是器官捐
献者的信息加入应用的 “紧急

信息”中，即使在手机被锁定的
情况下，急救人员仍能获取捐献
信息。 所有的器官捐献注册信
息都会进入美国生命捐献组织
的数据库，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而早在 2012 年 5 月， 美国
著 名 社 交 网 站 Facebook 就 宣
布，用户可通过网站上的链接注
册成为器官捐献者，不到一个月
时间就有 2.4 万余人注册，美国
和英国的 Facebook 用户还可以
在时间轴上加入他们是器官捐
赠者的内容。

●德国：修法鼓励器官捐献
2012 年， 德国通过了一项

新的器官捐赠法， 该法规定，从
2012 年夏天起所有医疗保险机
构每年要定期对投保人进行书
面询问———“是否愿意在去世后
捐赠器官”。 医疗保险机构还将
向 16 岁以上的公民派发有关信
息并提供捐献卡，公民是否回答
询问依然是自愿的 。 法规通过
后，每家医院还将设立专人负责
器官捐赠事宜。

●英国：“告知同意”制度
英国实行的是“告知同意”制

度，政府会通过各种手段，比如寄
信件、办驾照或办税的时候，咨询
公民是否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
者，如果同意，政府会采取相关措
施。 但如果去世的时候家属明确
反对，政府也将放弃。

●日本：须表明愿意捐献
日本要求只有在民众生前

表示过愿意捐献器官且家属不
拒绝或没有家属的情况下，医师
才可从死者身上摘取脏器。日本
设立了一个财团法人脏器移植
中心 ， 为方便人们进行捐献登
记，这个机构在许多公共场合放
置了器官捐献医院卡， 如医院、
政府机关甚至商店等。在法律方
面， 日本限制儿童注册捐献遗
体， 且规定 15 周岁以上的公民
才可以登记捐献。

●韩国：家属意见影响捐
韩国国内的器官来源主要

有三种： 正常情况下的捐献、脑
死亡者捐献器官和死亡后捐献。
当志愿捐献者出现脑死亡后，其
家属有权决定是否捐赠。换句话
说， 如果家属反对判定脑死亡，
就不能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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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意愿登记进入“互联网+”时代
■ 本报记者 皮磊

� � 103,368！ 这是截至 2 月 6 日
通过支付宝“器官捐献登记”功
能登记为器官捐献志愿者的人
数。 2016 年 12 月 22 日，卫计委
下属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
在支付宝医疗服务平台上线了

“器官捐赠登记”功能。 支付宝实
名用户在支付宝 APP 首页搜索

“医疗服务”， 进入医疗服务平
台，即可通过“器官捐献登记”应
用进入登记页面，整个登记过程
非常方便简捷， 用时不超过 10
秒。

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大约有
150 万名器官衰竭患者， 其中有
30 万人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
但每年仅有一万多人能得到器
官移植救治。 此前，全国器官捐
献志愿登记人数只有 8 万人左
右，仅仅一个月时间，通过支付
宝平台进行登记的人数已超过
10 万，超过以往所有年份全国登
记人数的总和。 有报道称，此举
意味着我国的器官捐献登记工
作真正进入了“互联网+”时代。

缺乏表达捐献意愿的渠道

目前， 和很多国家相比，我
国的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仍
然很少。 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
人口约为 3.2 亿， 登记为器官捐
献志愿者的人数接近 1.2 亿，差
距显而易见。 除体制机制、宣传
不到位以及传统观念等原因，登
记渠道过少、程序复杂也是导致
我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比例过
低的主要原因。

在和支付宝合作之前，登记
的渠道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书面形式。 据红十字
会网站介绍，公民可以通过书面
向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自
愿申请人体器官登记。 或者，人
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医疗机构
中发现潜在捐献者后，如果潜在
器官捐献者或其配偶、 成年子
女、父母有捐献意愿，由协调员
帮助完成捐献手续，公证相关资
料，并报送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办
公室，经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办公
室确认，将捐献者相关资料录入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
系统。

这种方式听起来就十分复
杂，有可能会让一部分人打消捐
献登记的念头。

第二种方式比较简便，可以
通过网站登记。 目前国内有两个
权威的网站可以进行器官捐献
志愿登记。

一是于 2014 年 3 月开通的
“施予受” 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
网。 该网站是卫计委港澳台办公
室委托国际扶轮港澳地区开展的
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合作专案成
果之一。 从 2016年 10月 25日开
始, 该网站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
基金会进行运行管理。 有意愿捐
献器官的公民登录网站后按要求
填写姓名、 证件号码等个人信息
即可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另一个是 2014 年 4 月开通

的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管理中心网站。 除了身份信
息，该网站登记内容还包括现居
地址、户籍地址、电子邮箱以及
家属信息等十几项内容。

不久前，由世界卫生组织支
持，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
新华社全媒报道平台、春雨医生
和蚂蚁金服公益联合发起的《器
官捐献公众意愿调查》（以下简
称“调查”）显示，83%的参与调查
者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但
56%的人不愿登记是因为“不知
道在哪登记或手续太繁琐”。

“以前器官捐献登记表非常
复杂，像干部的政审表一样。 ”原
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器官移植发
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曾对媒
体表示，“我们作过统计，在登记
捐献填表上，每增加一个项目就
会减少 100 万人的登记。 ”

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上述
网站，而且黄洁夫也坦言网站设
计并不完善，要填的信息也比较
多，最多的可达 14 项内容。

引入移动互联网平台

为了简化器官捐献登记流
程， 激发更多人的捐赠意愿，移
动互联网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2016 年 12 月， 中国器官移植发
展基金会与支付宝平台合作，在
支付宝开通了“施予受”网站登
录入口。

支付宝实名用户通过 APP
就可以进行一键登记，而且用户
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会自动通过
支付宝个人信息提取，整个过程
只需要 10 秒。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通过
支付宝渠道进行登记的人数就
超过了 10 万人，而此前通过“施
予受 ” 网站进行登记的只有
42000 余人， 全国器官捐献志愿
登记人数也只有 8 万人左右。

黄洁夫认为，把器官捐献志
愿登记工作与互联网服务结合，
是超常规的、有效的社会动员方
式。 据了解，目前支付宝约有 4.5
亿用户，可以预见，随着公众对
于器官捐献的认识不断加深以
及登记渠道的不断完善，登记为
器官捐献志愿者的人数将大幅
增加。

黄洁夫表示：“有人把中国
器官捐献率低归结于传统文化
观念落后，这是不对的。 事实上，
正是传统文化中互助互爱、扶危
济困的精髓推动了中国器官捐
献事业的发展。 人们有时候只是
缺乏表达的渠道。 ”

从死囚到公民捐献

登记之后，公众还可以随时
取消登记意愿。 实际上，器官捐
献志愿登记仅为意愿表达，器官
捐献跟器官移植不是一回事。 真
正完成器官捐献是在医院 ICU
中，而且需要达到一定的医学状
态，经过严格的医学、伦理评估
及组织配型，还需要直系家属的

同意和公开公正的系统分配。
器官捐献是一个十分复杂

的体系，我国的器官捐赠事业也
是在最近的十多年中才有了快
速的发展。

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器官
移植高层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
举行。 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
黄洁夫代表卫生部向世界许诺，
中国要改革器官移植体系，逐步
立法，改变由死囚器官作为非伦
理的器官来源。

2007 年 5 月 1 日，《人体器
官移植条例》开始实施，条例明
确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
自愿、无偿的原则；公民享有捐
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
利，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
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人体
器官。

从 2010 年 3 月起，我国开始
实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试点。 当
时的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
建立一个由其主导的器官捐献
体系，在上海、浙江、山东、广东、
南京、武汉等 11 省市开展试点。
不过试点工作并不理想，当年全
国仅有 46 人成功捐献器官。2010
年 5 月，原卫生部在部分三级甲
等医院开展心脏死亡捐献器官
移植试点，希望借此调动医院参
与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积极性。

2011 年，公民自愿捐献器官
试点省市扩大至 21 个， 北京也
进入试点范围。 据了解，城市进
入试点后具体的运作是由红十
字会成立专门的器官捐献部门，
建立协调员队伍，协调员接到医
院有潜在捐献者的通知后就前
往医院了解情况并与家属沟通。

为保障器官捐献工作顺利
开展，2013 年 8 月， 卫计委印发

了《人体捐
献器官获取
与分配管理
规 定 （试
行）》。 按照
该办法 ，省
级卫生部门
将负责在省
内组建一个
或多个独立
于医院器官
移植团队的
器官获取组
织 (OPO)，
负责捐献器
官的获取 。
每一个捐献
出的人体器
官都必须进
入中国人体
器官分配与
共享计算机
系统， 综合
等待患者的
病情、血型、
年龄、 地域
的因素 ，接
受公平的自
动分配。

2014 年
3 月， 中国
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成
立，负责对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和
移植的管理工作进行顶层设计，
并拟定有关政策措施。 同年，我
国正式推行公民自愿捐献器官
工作。 与此同时，由卫计委等部
门推出的“施予受”器官捐献志
愿者登记网站、中国红十字会中
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
相继开通。

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

器官移植彻底停用死囚器官，公
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实现
了从依赖司法渠道到公民自愿
捐献的顺利转型。在 2015 年 8 月
22 日举行的中国器官获取组织
联盟大会暨国际器官捐献论坛
上，中国首部《中国器官捐献指
南》正式发布。 这部指南对器官
捐献相关原则和政策进行了详
细阐述，以确保器官捐献能够在
公平、透明的体制中完成。

支付宝医疗服务平台“器官捐赠登记”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