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 2日，我市红十字会主办的“2021奉献者
生命礼赞·红十字清明追思”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
缅怀纪念活动在蓟州区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园举
行。在庄严的奉献碑上，已经篆刻了2000多人的名
字，其中有800多人是遗体捐献者，1200多人是器
官捐献者。在纪念仪式现场，篆刻师刻描了捐献者
的名字，刚刚完成捐献的孟女士的名字很快也会刻
在奉献碑上。

公民逝世后自愿无偿捐献器官挽救他人生命是
全社会尊崇的高尚行为，每年清明前夕，我市红十
字会都会举行由医护人员、医学院学生、捐献者家
属和志愿者代表和红十字会工作者参加的缅怀和
纪念活动，感谢他们为医学服务，让生命继续前
行。截至今年3月，我市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
突破3万人，累计实现人体器官捐献1340人，捐献
大器官约4500个，捐献角膜686人，捐献遗体934

人。数以千计的终末期器官衰竭病人和他们的家
庭因这珍贵的生命礼物开启了新里程，捐献者的生
命也在他们身上得以延续。
我市红十字会事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2010

年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启动，我市出台了全国首
部专门针对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的地方性法
规，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延续生命的理念从此
被社会广泛了解和认同。与此同时，我市器官捐献
志愿登记人数也在快速增长。目前有三种方式可以
实现志愿登记。第一是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
人体器官捐献”，点击“志愿者登记”窗口进行登记；
第二是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方网站
（www.codac.org.cn）进行网上登记；第三是前往当
地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机构或登记站，进行书面
登记。目前我市居民可以通过“津心办”App报名成
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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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让生命继续前行
3万津城市民登记器官捐献志愿

春季“上火”食疗来“灭火”
多吃冬瓜百合菠菜枇杷白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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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病

得了肺结节不等于患肺癌
仅两成左右可能是恶性肿瘤

肺癌是发病率和致死率都很高的恶性
肿瘤，早诊、早治是患者获得治愈的重要前
提。随着人们防癌意识的增强、防癌体检的
推广、CT检查的普及，近年来，大量有肺小

结节的人群被检出。“肺结节困扰人们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辗转
多处‘雾水’难消，病人和家属既怕耽误治疗又怕过度诊疗。”我市
第三中心医院肺结节门诊负责人、该院胸外科主任韩洪利表示。

韩洪利说，肺结节直径一般小于3厘米，小于1厘米的病灶称
为肺小结节，通过低剂量和普通剂量CT就可以发现。肺结节并不
等同于肺癌，仅有20%左右的肺结节存在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但
如果恶性结节误诊为良性，就会延误病情，甚至从早期拖延至晚
期，从而丧失治疗机会。因此发现肺结节后必须先明确诊断。目
前美国放射学院（ACR）发布的肺部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ung-
RADS）在提高肺结节筛查和判读的准确性方面具有良好的临床指
导价值，被国内外广泛应用。Lung-RADS 分类指出1类结节无
需复查；＜5mm的结节、＜20mm的磨玻璃结节、叶间裂结节、球
形肺不张、错构瘤等2类结节可年度复查；稳定2年的实性结节、稳
定5年的亚实性结节为良性结节；3类为未定性结节。＞10mm有
炎症征象的结节抗炎治疗后6至12周复查。5至10mm的实性和
亚实性结节、＞20mm的磨玻璃结节可6月复查。稳定者归入2
类，增大或密度增加者归入4类；4类为可能恶性结节。＞10mm
有良性特征的4a类实性结节可3月复查。＞10mm且实性成分＜
5mm的4b类亚实性结节可能为原位癌或微浸润癌，＞15mm的实
性结节为4b类结节。实性成分＞5mm的亚实性结节、＞10mm有
毛刺的实性结节、有恶性变化的实性或亚实性结节为4c结节。5
类为CT强烈提示恶性的结节。4b、4c类和5类肺结节应该外科手
术切除。

韩洪利说，目前，在肺结节手术中应用较多的是胸腔镜超声导
航肺癌精准切除和自主呼吸下的胸腔镜微创手术。2厘米以下的
肺结节（早期肺癌）在胸腔镜手术中往往看不到、摸不着，精准定位
决定手术成败。胸腔镜术中超声导航，可以实时精准锁定结节位
置，还可以通过超声分类进一步判断良恶性，合理规划精准切除病
变，保留更多的健康肺。另外，胸腔镜手术中保留自主呼吸可以减
少1/3至1/2的麻药量，不用呼吸机，只需在喉部放一个前端柔软
的喉罩，代替又硬又长的气管内双腔管。患者术中自由呼吸，术后
肺感染、肺水肿、咽喉痛、咳嗽、头晕、恶心、呕吐等并发症大大减
少。韩洪利还提醒肺结节术后患者，术后要尽早下床活动，是预防
致死性肺栓塞的最好方法。术后第1天，在协助下床旁站立、移
步。术后第2天，在协助下室内行走3至5次，每次20分钟。术后
第3天，在看护下楼道内活动，逐渐增量。 陈颖

清明节，人们缅怀逝去的亲人、朋
友，他们中有些人虽然离开了这个世
界，但捐献了器官，留下了爱的礼物，
让另一个生命带着他（她）看春暖花
开、日月轮转。珍惜家人热爱生活，这
或许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妈妈，器官捐献手续已经办完了。儿子不孝，
不能陪您旅行了，就让那些被您赋予新生的人陪着
您去看大好河山，完成您的心愿吧。”在我市第一中
心医院重症监护室，36岁的儿子久久地跪在孟女士
的病床前，最后一次和妈妈说说话。2021年3月19
日，这一天，孟女士的生命定格在了64岁。两个小时
后，无影灯下，市红十字会的见证人员、临床医生、器
官捐献专职协调员和家属们向躺在手术床中央的孟
女士深鞠一躬，哀悼致辞。“感谢她为拯救他人以及
我们国家的器官移植和捐献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
献。”孟女士捐献的角膜被医大眼科医院取走，肝和
双肾第一时间移植进了三个终末期肝病和肾病患者
的体内，移植的器官很快恢复工作，三个生命垂危的
病人、三个濒临破碎的家庭获得了新生，孟女士的生
命在延续。
“我二姐一生漂泊异乡，年轻时赶上上山下乡，离

开家乡到了山东章丘，一待就是7年。回到天津后，她
所在的企业与一家外资企业合并，她又被调到非洲马
达加斯加工作了10年。回国后她在上海工作直至退
休才回到天津。这么多年她和丈夫、儿子在一起的时
间并不多，退休后一家人终于能每天在一起了。两年
前，还添了小孙女，二姐、二姐夫帮忙带孩子享受着天
伦之乐。没想到，1月6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出
去买早点时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车祸。二姐的头部严
重受伤，开颅手术后，一直昏迷，3月15日突发合并
症，病情急转直下，整整70天的救治，还是没有挽回二
姐的生命。”孟女士的妹妹在北京工作，听到二姐出事

的消息，第一时间驱车赶到天津，看到二姐手术稳定就
回到北京。没想到再次来到天津，竟是诀别。

外甥第一时间将妈妈做器官捐献的消息告诉了
孟女士的妹妹，她当时在赶往天津的车上，听到这个
消息她的第一反应是二姐太伟大了，年轻的外甥已
经是一个堂堂男子汉了。孟女士一家兄弟姐妹六
人，家庭中对器官捐献也有分歧，也有不理解，最终
在外甥表达希望他人承载着母亲的生命，去延续她
开朗乐观、热爱生活、喜欢旅游的人生。在亲属们详
尽了解了人体器官捐献的法规、政策、流程后终达成
一致。3月17日，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协助孟女
士的家人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确认登记表》。器官
捐献专职协调员见证了孟女士一家人捐献义举和大
爱奉献的全过程。“孟女士能成功实现捐献，她的家
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孟女士弥留之际，家属们
强忍即将失去亲人的悲痛，在无限的煎熬中整整五
天配合医院完成器官维护的各种治疗，目的就是确
保器官以良好的状态实现移植，让三个素不相识的
生命获得重生。”这位协调员说。

孟女士成功完成器官捐献的第二天，她的妹妹在好
朋友的群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的二姐难舍这纷扰
而又彩色的世界，她只是忘了回家的路，她在努力，在努
力，只要一息尚存，她拼尽全力要寻找一条新路，她要凤
凰涅槃，她要获得重生……不思量，自难忘。纵使相逢
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我们不知道你的生命在谁的
身上延续，也不知道你将如何获得新生？无论如何，这
是姐的大爱，这是姐教会了我们换一种活法。”

我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邓永林教
授是国内著名肝移植专家，亲历了我国器官移
植事业、公民逝世后自愿无偿捐献器官所走过
的艰辛路程。

他说，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从器官供需体系
建设到医疗技术应用都有了很大改变。首先是在法
律的保障下，器官供需体系建设日益完善。根据中
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4月 2日，我国已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自愿无偿捐
献器官 33667 例，捐献器官 99322 个，捐献志愿登记
人数 3168970 人。我国每百万人口捐献率已经从
2010年的0.03增至 2.98以上，成功挽救近10万终末
期器官衰竭患者。

其次，在器官应用合理规范安全充分的原则下，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心、肺移植日益成为常规器官
移植手术。胰腺、甲状旁腺、小肠移植技术等也取得
了很大进步。肝脏、肾脏等器官移植术后，受者生存
率等指标，均达到或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我国
捐献器官利用度为每名捐献者成功利用3.2个器官，
与国际先进水平持平。

邓永林说，尽管如此，我国器官移植发展仍困难
重重，一方面器官严重短缺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
国约 30万人在移植等待的名单中，但每年仅 1万多
人能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供需比例为1：30)。以人
们熟知的肾移植、角膜移植为例，肾脏移植能让尿毒
症病人真正回归社会，在我国每年只有不到百分之
一的尿毒症病人接受肾移植。角膜疾病复明的唯一
手段就是进行角膜移植手术。目前我国角膜疾病的
盲人将近 120 万，患者中 9岁以下的儿童和 40岁至
69岁的青壮年占多数，迫切需要供体角膜材料。

另一方面迫切需要尽快组建更高级别的人体器
官获取组织（OPO），进一步规范和提高器官移植水
平。OPO是器官移植过程中确保捐献者权益的重要
机构，它是由外科医师、神经内外科医师、重症医学
科医师及护士、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等组成的从事
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获取、修复、维护、保存和转运
的医学专门组织或机构。目前我国各地已经或正在
组建省市级OPO组织。

按照我市卫健委有关规定，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发
现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潜在器官捐献者时，必须在
24小时内向天津市OPO报告。OPO将负责对潜在
捐献人进行相关医学评估，并将其信息及相关评估
情况录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按照器官
分配系统的结果进行器官分配。我市OPO设立 24
小时值班电话和联系人，方便各级医疗机构和相关
医务人员随时上报。

人体器官捐献是自然人在死亡之后，遵循自愿、
无偿之原则，通过严格的法定程序和科学的医疗处
置，捐献出体内仍具有特定功能的器官，用于拯救他
人生命或恢复他人健康，使其能够延续生命、改善生
活质量的纯利他主义公益性行为。器官捐献包括
心、肝、肾、肺、胰脏等大器官捐献和角膜捐献以及皮
肤、骨骼等组织捐献，其与遗体捐献是两种不同的捐
献方式。现阶段我国实行公民逝世后自愿无偿捐献
器官，它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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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家人已经病重且又有捐献器官的心愿，家属

该怎么做？此时应尽快联系全国或当地红十字会，
可以拨打电话400-010-6695。器官捐献需要由医学
评估小组进行专业评估，只有在器官功能良好、病人
符合潜在捐献状态的前提下才可启动器官捐献程
序。此时，需要家属准备好潜在捐献者及其直系亲
属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经由
红十字会见证，共同完成报名登记和确认捐献手续。

“妈妈，重生的人们带您去旅行”
三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和三个濒临破碎的家庭“获救”

春之主气为风，风为百邪之长，再加上气候干燥，很多人出现了
“上火”的症状。我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肺病科杨惠医师建议市
民通过饮食调理来“降火”。

杨惠说，“上火”是中医学专用名词，是指机体感受外邪或因七情
内伤，影响了肺的正常生理功能后出现的以口干舌燥、咳嗽、咽痛等
一系列热症为主要表现的症候。“上火”有实火和虚火之分，均可出
现干咳少痰、口燥咽干的症状，体有实热还可见发热、口渴、咳痰色
黄、大便秘结、尿黄等表现；而阴虚则可伴咽干不适、夜间口干明显、
痰少而黏、五心烦热、盗汗等表现。祛火可以从饮食上调理，多吃冬
瓜、百合、菠菜、枇杷、白萝卜等，以清热泻火。杨惠还介绍了几个祛
火食疗方。

菊花枸杞茶菊花15克、枸杞10克，以温热水冲泡，根据个人口
味可稍加冰糖。菊花味甘苦，性耐寒，有散风清热、清肝明目和解毒
消炎等作用。

百合莲子银耳汤将莲子去芯，与百合、银耳同放在砂锅内，加适
量清水，文火煮至莲子软烂即可。有补益脾胃、润肺降火，宁心安神
的作用。

枇杷酱 枇杷500克洗净加入盐浸泡10分钟，然后将枇杷的外
皮去掉。枇杷去核切成小块装入碗中，在里面加上冰糖和柠檬汁搅
拌均匀，腌制30分钟。将腌制好的枇杷倒入锅中，大火烧开之后转
成小火熬制，过程中不断搅拌，直至黏稠。枇杷具有润肺下气、清热
止渴、和胃的功效，有很好的止咳效力。

麦冬代茶饮 麦门冬为百合科草本植物麦冬的块根。性甘、微
苦、微寒，归肺、心、胃经。麦门冬泡水喝能调节肺热阴伤、咽喉干痛、
声哑失音、舌燥口渴等。 陆静 雷春香

30万人等待“生命的礼物”
1万幸运儿获新生重现光明

相 关 链 接 什么是人体器官捐献？

摄影 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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