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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器官协调员的 1000 多天
2015年，国家全面

停 止 使 用
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
官移植唯一的合法来源。 经过十
年推进，中国器官实现了器官来
源转型———截至 2021 年 4 月 ，
我国公民器官捐献登记人数为 7
万人次，每年实现器官移植手术
约 1 万例。

前不久的一天，高晓刚穿着
白大褂，从长海医院的住院区健
步走来。 他戴着黑框眼镜、个子
高挑，是典型的医生样貌。 高医
生热情招呼记者到一间办公室，
转身端进来一桶泡面，急促地吃
上几口 ，说 ：“不好意思 ，还没顾
上吃饭。 ”

高晓刚是名医生，工作状态
时常如此，没点、不规律、顾不上
吃饭。 更特殊的是，曾经他还有
另外一个身份———人体器官捐
献协调员。 人还没去世，他就要
去谈器官捐献。

“冷血”生父谈条件：
捐献可以，拿钱来

高晓刚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遇
到过一些拿捐献谈条件的父母，不
为生命的延续，而是为了钱。

2017 年，有一个在崇明岛打
工的小伙子，务工期间出了严重
的事故，送到医院后，治愈的希
望渺茫。 协调员介入想要做些工
作，但得知一个情况：小伙子的
父母很早就分居，一直没领离婚
证，小伙子一直和妈妈生活。

奇怪的是，这个时候，一直
不打照面的小伙子爸爸，突然出
现了，找到协调员，张口提了两
点要求：第一，孩子养这么大不
容易，如果要做器官捐献，能有
什么经济上的补偿；第二，打听
受捐献者的家庭， 对方认为，既
然儿子的器官移植到受者的身
体里，就把移植患者当自己的孩
子，逢年过节他会去移植受者家
里看看“儿子”的。

协调员认为这样的诉求特别
不合理。首先，器官捐献不能和经
济利益挂钩，这是大忌；其次，器
官捐献后， 放在网上统一分配流
转， 所有的医生和协调员都不知
晓捐者的信息。 但显然， 这位父
亲，在谈判之前，就认真研究了器
官捐献流程的关键， 那就是———
只要是捐献者， 父母都要签字确
认。作为小伙子的生父，他恰恰握
着一个签字确认权。 像这种讲条
件、开价的情况，把捐献直接当作
生意和交易， 协调员会坚决予以
拒绝，不会再和他接触了。

假如为了顺利获得器官捐
献而答应一些无原则的事情，都
会给未来埋下隐患。

高晓刚表示，协调员不会做
谋利的事，也不允许捐献者家属
把捐献当生意来做。 但是假如碰
到一些弱势群体，协调员会酌情
考虑，尽力提供帮助，如果力量
不够，还会向省级红十字会反映
情况，引导更多爱心力量来提供
帮助。

高晓刚说，协调员一直抱有
这样的理念：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 哪怕他们没有进行器官捐
献，协调员知道了，可以做的，也
会去援手。“当你把当事人的困
难收集起来，想办法解决，得到
他们的认可，他们才会信任你。 ”

捐献老伴儿器官
被亲戚气愤指责

器官捐献事关重要的伦理
问题，在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观
念里，当一个人逝世后，最为讲
究身体完整地入土为安，否则就
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但也有很多家庭，从生命延续
和利他主义的角度，自愿参与器官
捐献，出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曾有一对老夫妻， 退休后在
上海安享晚年，买了房子，做了规
划，但两人没有孩子。 有一天，夫
妇俩在外滩跑步， 老爷子突然倒
地不起， 后脑勺直接撞到了观光
平台的硬石板路上， 当时就人事
不省了。送医后救治的希望渺茫，
老太太便主动提出器官捐献。 她
说，作为丁克家族，以后没人陪她
了，她准备去养老院养老，但内心
的希望是， 老爷子的生命能够以
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

那天，老太太家里来了很多
人探望，外人甚至家属都特别不
理解。 他们认为，老太太家境好，
不缺吃穿，为何要卖老伴儿的器
官赚钱？ 话说得不中听，但老太
太有自己的想法。 协调员立马就
跟进了。

当时是 2016 年，遗体和器官
捐献工作体系初步建立，神经外
科的教授怕惹纠纷，赶紧翻阅最
新的指南一条条核对。 但高晓刚
觉得不该站在谈判、 风控的角
度，应该和家属坐在一起坦诚地
聊。 老太太也觉得，越早捐献，她
的先生也能留存更多。

家属有质疑， 协调员就要
“搭桥梁”，这个桥梁就是真正站
在对方角度思考，知晓他们的想
法，解决他们的难题。 高晓刚坦
承：“我们总以为老年人思想固
执，没有与时俱进，实际上，在很
多案例中，我看到有很多老年人
做主的。 ”

一位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小
儿子突然脑溢血住院了，大儿子

不同意器官捐献，他认为弟弟还
能活得更久。 这个问题的选择权
就交给了老太太，老太太做事也
很清晰， 说问下儿媳和孙子，孙
子同意了， 后来是老人做主，签
了字。

结果远方亲戚来了， 极力反
对，各种指责，拖了一个小时探视
时间。等他们走了，老太太回头和
高晓刚小声说：“他们说反对意见
时，我不太好表态。 ”高晓刚很佩
服这样的老者，遗憾的是，患者病
情太重，说话的时候心跳停了，最
终没能完成器官捐献。

意外去世的孩子们

在高晓刚所有接触的案例
中，最让他揪心、痛心的是父母
为即将离世的孩子，做器官捐献
决定的那一刻。

孩子都是天真烂漫的天使，
协调员会遇到各种原因夭折、意
外离世的孩子。 他们的父母没有
其他的诉求， 没有世俗的想法，
就是为了亲情和生命的延续：快
一点，再快一点，让所有的器官
能救人，让所有的器官活下去。

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高晓
刚心里非常感动，“因为我也是
孩子的父亲，特别理解父母对孩
子的爱，这样的生死离别，对他
们来说，可以说是一生都无法治
愈的伤痛。 直到现在，我的脑海
里都像放电影一样，有不同的画
面，不同的泪点，但最终的核心
就是情感”。

记得 2017 年，有一个来自重
庆的小女孩子，是学校广播站的
一名广播员，会画画，学习好，是
父母心里的小天使。 谁料，肿瘤
在她的颅内悄悄生长，直到有一
天，女孩在学校里突然晕倒了。

平时家长对脑部检查很轻
视，再加上小朋友会闹，一般不
会去查头颅的情况，只有老年人
有脑梗史的才会去定期查一下。
当时高晓刚就觉得情况不好，因
为心脏不好兴许换一个还能救
活，但脑死亡是真正的死亡。

后来在器官捐献的纪念活动
上， 女孩妈妈朗诵了女孩写的广
播稿。 在场所有人，都感动哭了。

高晓刚印象深刻的还有一
个大学生， 也属于那种优秀的

“别人家的孩子”。 他是班长，女

朋友是团支部书记， 男孩很幸
运， 毕业后被一家外企留用，两
人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结
果，在旅游结婚的时候，男孩视
觉、听觉上出现了幻视、幻听。

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大碍，他
老婆还开他玩笑。 但回去后，情
况越来越严重， 到医院检查，颅
内长了胶质瘤 III 级， 父母知道
后，从老家赶来，陪伴儿子在上
海某家三甲医院接受了手术治
疗。 术后也在其他医院接受了放
射治疗。

但这些措施并没能阻止病
情的发展，患者父母知道孩子救
不过来了，就一直在上海医院陪
着他。 一家人都是知识分子，很
理性地和协调员谈条件，也谈到
了目前面临的困难。

男孩的父母提出，希望在孩
子弥留之际，能为他提供必要的
医疗看护条件，即使有医疗救助
政策，他们也选择用医保范围内
的救治药品， 不增加医疗成本。
他们愿意完成器官捐献，仿佛很
理性地接受这件事，每天定时定
点给孩子喂药、擦身、用药。

突然有一天，男孩的爸爸找
到高晓刚说：“高医生，我儿子今
天不好，我感觉我儿子可能不行
了。 ”高晓刚过去一看，真不行
了，马上启动捐献程序，进行脑
死亡状态的判定。 签字早就签完
了， 整个过程都非常非常理性。
但真正到了告别的那一刻，妈妈
受不了了……

高晓刚很少去回忆这些案
例，但当记者提问时，案例一下
子涌上来太多了， 告别的画面，
尤其记得清楚。 高晓刚说：“我是
一名医生， 面对病情时我要理
性，但看到这些画面，作为同样
是父母的我，也受不了。 ”

大多数时候，高晓刚会回避
和孩子家长去谈。“前期我会告
知他们一些政策性的东西，会协
调好力量陪护他们，但真到了要
张嘴的时候，我会让没有孩子的
人去张嘴，年轻的协调员硬着头
皮去，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陪着
哭，陪着宣泄情绪。 但是当情绪
宣泄完后，他们还是希望，孩子
的生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下去。 ”

采访进行到这里，高晓刚沉
默了足足三分钟……

他的拒绝是正常的
他的同意是伟大的

做协调员多年，高晓刚通常
会回避“一定要谈成”这种理念。
他认为和患者家属之间，必须坦
诚，才能彼此信任。

“我常常和年轻的协调员
讲，任何一个患者家属，他的拒
绝都是正常的，他的同意是伟大
的， 是应该赢得尊敬与感激的。
这样的工作态度才是正确的，哪
怕他们现在不同意，以后可能会
转变。 ”事实上，高晓刚就遇到过
这种情况。

曾经有一位大姐，打电话到
医院咨询遗体捐献的事情，但医
院不做遗体捐献，就介绍了器官
捐献的流程及团队。 了解过后，
大姐没有深入再谈了。 但过了好
久，她一个姐妹的老公，正好在
这家医院抢救， 人救不过来了。
她就打电话来说：“你们要不去
联系器官捐献看看？“

这就是“熟人社会”的效应，
就像协调员为什么要去大学生
中间推广， 如果熟人接受了，捐
献方自己的压力也会小一些，甚
至还可以给对方提供帮助。 比如
说，当时知道这位大姐推荐的捐
献者，家里有两个儿子，很内向，
每天在家打游戏，职业上没有出
路———高晓刚知道后，专门给他
们做了一些培训，比如，怎么答
辩，怎么讲话，怎么应聘，现在看
两个小伙子的朋友圈，工作找到
了，女朋友也有了，生活很幸福。

2021 年，“协调员”这个职业
有了一个变化———正式转为了
红十字会志愿者，所有的协调员
只能在红十字会里产生，这样一
来，认可度就变化了，协调员不
是劝捐，而是让相关家庭实现捐
献的同时，提供养老、上学、福利
待遇等一套解决方案。

目前， 全国有器官协调员
3000 多名。 高晓刚认为，器官捐
献的工作和理念，需要在象牙塔
里普及。“2017 年我第一次和复
旦的大学生交流时，和他们探讨
死亡的意义，我讲到，人这一生，
应该看得远一点，就像电影《寻
梦环游记》里一样，人的死亡不
是终点，遗忘才是。 ”

（据《新民周刊》）

高晓刚与患者在病房 器官到达医院后，马不停蹄送至手术室立刻进行移植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