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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器官移植开创者之一
夏穗生病逝
享年95岁，家属遵其遗愿捐献其角膜

2019年4月17日
星期三

据新华社电 针对中国人民解放
军东部战区出动海空兵力绕台岛巡
航和联合演练，民进党当局进行诬
蔑一事，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6 日
应询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期的
训练演练，是年度计划内的正常安
排，旨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维护两岸同胞
的共同利益。民进党当局欺骗误导
台湾民众，借机挑动两岸对立，升高
两岸对抗，继续破坏两岸关系与台
海和平稳定的图谋不会得逞。任何
人、任何势力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坚
强能力。

昨日，第二季天府文化主题读书
活动“解码——城市总规划与未来美
好生活”在成都市规划馆举办。成都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吴善询作
为主讲嘉宾，为读者剖析城市总体规
划，分享图书《寻城记·成都》。同时，别
出心裁地设置了游馆、四重奏和图书
漂流等活动，读者通过这些有趣的环
节充分感受了天府文化的魅力。

吴善询解析城市总体规划，解密
成都“幸福密码”。分享书籍《寻城记·
成都》，带领读者走进古蜀之都的街巷
城堞，寻找成都不同年代的特定回忆，
了解天府文化的深刻内涵，感受在成
都生活创业的幸福踏实。

别出心裁的图书漂流环节再度将
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每一个来自成都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高新社
区的蓉漂和新经济代表，都精心准备
了一本与天府文化有关的图书，在书
签上写下分享理由，通过抽签的方式
实现图书互换。通过好书共享，传播天
府文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第二季天府文化主题读书活动举行

分享图书《寻城记·成都》

在同济医院档案馆里，一张
发黄的手术照片定格着那段尘封
的历史。

一幢古旧的两层小楼，刻录
着夏穗生和同事们最艰苦的4年
多时光。看似平淡无奇的实验室，
注定惊心动魄。一个直径约70厘
米的小型消毒锅，是实验室里最
先进的“家当”。这个靠一盏煤油
汽灯点火、不停往打气口打气才
能升温的设备，仅术前消毒就需
要耗费一天的时间。

1973 年 9 月 5 日，第一只狗
的异体原位肝移植实验进行。

供肝组取肝、受体组切肝并
实施肝移植，一个看起来原理非
常简单的手术，却潜藏着重重危
机。血管吻合的顺序、凝血机制的
建立、术后排异的规避……一系
列问题都是未知。

第一次实验失败了，第二次
也失败了，第三次还是失败。

夏穗生把实验狗的肝脏切下
来后，创面血流如注，他只能用细

丝线逐个点去结扎。每次手术下
来，仅打结就有400个，才能将出
血点止住，这大大增加了手术时
间和风险。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研究，
夏穗生发现出血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供肝失活或功能极度不良；
二是受体肝被切除后，无肝期凝
血机制紊乱。昼夜攻关，他发现在
常温下肝耐受缺血时间极短，但
如果将缺血的肝迅速以4℃的保
存液灌洗降温，就可以延长存活
时间，达到4小时左右。

问题发现了，可购买昂贵的
保存液又成了难题。

“自己做！”这难不倒夏穗生。
参照国外的保存液成分，夏穗生
自制溶液，成功延长了缺血肝的
存活时间。

器官移植后的排斥反应是一
项世界医学难题，国内外都在攻
关。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免疫抑
制剂，肝移植后的狗往往只能存
活几十个小时。“这样的移植对延

长生命失去意义！”夏穗生带领移
植小组与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合
作，最终发现从马身上提取的抗
淋巴细胞球蛋白（ALG）可以更好
地控制排斥反应。

历经4年多时间，开展98次
分解手术、实施 130 次狗的原位
肝移植术后，谜团终于被一一解
开。经过多番改进，肝移植手术核
心模式终于被确定下来。这是中
国人第一次自主掌握哺乳动物大
器官移植的完整手术。

国台办：不要低估我们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坚定决心和坚强能力

中国器官移植开创者之一中国器官移植开创者之一、、武汉同武汉同
济医院夏穗生教授昨日因病去世济医院夏穗生教授昨日因病去世，，享年享年
9595岁岁。。夏穗生的家属签署遗体捐献协议夏穗生的家属签署遗体捐献协议
书书，，履行夏老生前捐献意愿履行夏老生前捐献意愿。。

夏老捐出的眼角膜夏老捐出的眼角膜，，将为需要的人将为需要的人
带去光明带去光明。。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仲
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若干意见》指出，仲裁是我国法
律规定的纠纷解决制度，也是国际通
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充分发挥仲裁在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便捷、高效解
决纠纷等方面的作用，对完善多元化
解纠纷机制，公正及时解决矛盾，妥善
化解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革开
放，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
公信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仲裁发展道路。

《若干意见》明确，要从规范仲裁
机构设立和换届有关工作、保障仲裁
机构依法独立工作、落实当事人意思
自治原则、纠正扰乱仲裁发展秩序的
行为等方面严格贯彻落实仲裁法律
制度。要明确仲裁委员会的公益性、
非营利性质，加强委员会建设，改革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改进
仲裁员选聘和管理，推进仲裁秘书职
业化和专业化建设。要加快推进仲裁
制度改革创新，支持仲裁融入基层社
会治理，积极发展互联网仲裁，推进
行业协作和仲裁区域化发展。要服务
国家全面开放和发展战略，提升仲裁
委员会的国际竞争力，加强对外交流
合作，深化与港澳台仲裁机构合作。
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大政府对仲裁工
作的支持与监督力度，健全行业自
律，完善司法支持监督机制，发挥社
会监督作用。

《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要结合各自实际，研究提出具体落实
措施，认真谋划、周密安排、分工负
责、加快推进，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仲裁事业新局面。各地
区各部门对贯彻落实中发现的问题
要及时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对制约和
阻碍本意见实施的有关制度抓紧组
织清理，不符合本意见的要及时修
改、废止。对违反仲裁法等有关规定
的行为，按照谁组建、谁负责、谁监督
的原则，由组建仲裁委员会的市政府
进行全面清理整顿。贯彻落实情况和
工作中遇到的重要事项要及时报司
法部。

据新华社电 近年来，到四维彩
超摄影店给胎儿照一张“0岁照片”
成为不少孕妇的选择。然而，记者调
查北京10家四维摄影店发现，这些
摄影店表面在提供孕妇四维彩超服
务，暗地里却会通过送不同颜色的
小礼物告知孕妇胎儿性别。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没有
资质的摄影店，工作人员操作不当
可能给胎儿健康带来隐患。

摄影机构暗藏
胎儿性别鉴定业务

在大众点评网、美团、咸鱼等平
台上，记者输入“四维彩超”四字后，
出现了大量私人摄影机构信息。据
商品信息显示，孕妇在孕期20-28周
时就可做四维彩超，花200-400元可
给胎儿拍下20余张照片和3分钟左
右的短视频。

记者随机联系了10家摄影机
构，实地探访了其中两家机构。这些
摄影店地址隐蔽，多在居民楼或写
字楼，多数摄影店需顾客提前预约。
这些商家都对胎儿性别问题讳莫如
深，只是在检查结束后送小礼物来
暗示胎儿性别。

在大众点评商家用户评论里，
有用户称收到了蓝色或粉色的小袜

子、小衣服等礼物，蓝色礼物说明是
男宝宝，粉色礼物则说明是女宝宝。
在“蜜芽儿孕美宝贝四维摄影”的商
品评论下，有顾客评论：“现在卸货
啦，验证衣服颜色非常准确。”

记者添加了“初见四维五维摄
影”工作人员的微信。当问及是否可
以告诉胎儿性别时，工作人员十分
警惕地回复：“看到，撤回一下。”记
者打电话进行追问，工作人员有点
不耐烦地说：“您不用问了，您提前
三四天在微信上预约就行了，拍完
之后送您礼物。您在微信上老这么
直接问，没法直接回答您，您理解一
下。”其他摄影店也均已“你懂的”

“你会知道想要的答案”等回复间接
承认能告诉胎儿性别。

按照“像素时光摄影”在网上留
下的地址信息，记者来到了丰台区
某居民楼小区。进门后，记者看到住
所被改装成工作室，墙上和书架上
都挂着宝宝照片和胎儿四维照片，
屋内的一间卧室是拍摄间。

工作人员介绍称，拍完四维彩
超后会送一张五寸照片。记者问会
不会给相框或袜子暗示一下性别。
工作人员很“隐晦”地回答：“不是相
框这种形式，但是您也会知道您想
知道的。我知道您是什么意思。”

无资质也能买彩超机
称月流水可达15万元

根据《医疗器械分类目录》规定，
超声诊断仪属于第二类、第三类医疗
器械，适用范围为医疗机构临床诊
断。非医疗机构不得使用超声诊断
仪。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查询了以上摄影机构的信息，仅查
出了四家摄影机构的公司信息。这些
公司经营范围内与摄影有关的是摄
影摄像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均没有
与医学相关的经营内容。

此外，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
条例》《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
法》等规定，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
应按照医疗器械标签说明书有关规
定，销售给具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或者备案凭证的经营企业，以及
具有相应资质的医疗机构。

记者联系了销售医疗器械的大
为医疗有限公司。记者表示想购买
四维彩超机开摄影店，工作人员回
复：“这个行业处于灰色地带，没有
明文规定，但多是以拍照为目的开
店。”当记者表示没有资质购买器械
时，工作人员说：“国家规定不允许
个人买超声仪器，我们可以不直接
产生买卖，你可以找一个有资质的

公司来购买，你们产生交易就可
以。”此外，该工作人员还称，可以帮
记者对接一个有购买资质的公司。

除了和厂家合作外，还可以通
过加盟摄影机构获得器械。蜜芽儿
工作人员称25万元就可加盟，其中
包括四维彩超机、技术培训等。操作
人员需要有资质吗？该工作人员表
示，操作人员没有资质会用机器也
可以。当记者询问会不会有违规使
用彩超机的风险时，工作人员说：

“这个确实存在风险，但也挺挣钱。
我们做的这个事不属于医疗，但使
用的设备是医疗设备。我们就是给
胎儿拍下照，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你
也知道。”

随后，该工作人员还透露，店里
每个月能有近15万元的流水，“如果
你确定加入，我们可以给你看流水。”

多部门曾联合发文禁止
操作不当或对胎儿造成影响

2018年9月19日，针对部分公司
以“胎儿摄影”名义为孕妇提供四维
彩超服务，涉嫌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
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
于严禁非法使用超声诊断仪开展“胎
儿摄影”活动的通知》，提出严禁非法

使用超声诊断仪进行“胎儿摄影”，一
经发现依法依规坚决查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
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
娠的规定》等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
禁止实施“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
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
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此外，有孕妇反映，在做四维彩
超时，由于胎位的影响或脐带的遮
挡，难以一下子看到胎儿全貌。为了
获得清晰的图像或录像，摄影店操
作人员会多次拿仪器照射。

这样的操作对胎儿健康有影响
吗？某三甲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超
声科主任表示，在该院做彩超检测
的医生需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和彩
超上岗证。医院对做胎儿超声的医
生要求更高，一般要有彩超检测5年
以上的经验，这是为了让医生在保
证诊断质量的基础上用最快时间完
成检查。

该医生认为，对胎儿的超声诊
断要尽量缩短时间，操作过程中最
好不要对着同一位置进行长时间照
射。“现在的研究表明，长时间照射
对细胞是有损伤的。无资质的人员
如操作不当，会存在一些风险。”

加快推进
仲裁制度改革创新
积极发展互联网仲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
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

摄影机构“0岁照片”藏玄机：
表面拍摄腹中胎儿 实为非法性别鉴定

在我国，每年有超过两万名患
者因为各种疾病接受器官移植手
术，让生命之花再次绽放。从出生仅
4 个月的婴儿，到古稀之年的老者；
从单独的肾脏移植到多器官联合移
植，目前，我国已实现包括心、肺、
肝、肾、胰腺、小肠在内的胸、腹腔脏
器移植。

读起那些重获新生的故事，人
们常为那些人性的温暖、惊心动魄
的救治而感动落泪。被誉为“医学之
巅”的器官移植，在我国如何一步步
从实验走向临床应用？这一切，都离
不开一个人——武汉同济医院教授
夏穗生。

用 130 条狗的实验打开中国器
官移植事业的大门；建立新中国第一
个器官移植研究所；实施亚洲第一例
腹部多器官移植手术；培养中国器官
移植第一批研究生……面对无数的

“首次”“第一”，这位老人微笑着说：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惟愿不负
国家培养。”

1977年12月30日，夏穗生刻骨铭心。
那天，他为一位肝癌晚期的女患者成

功施行了肝移植手术。
不久后，又为一位男性患者开展了肝

移植手术，患者存活了 264 天，创下了当
时国内肝移植存活时间最长的纪录。

从实验室到人体，器官移植实现了令
人振奋的跨越。中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从
无到有，就此起步。

1978年，夏穗生在《中华外科杂志》发
表《130例狗原位肝移植动物实验和临床
应用》，并在第九届全国外科学术大会上
报告，整个外科学界为之振奋，并由此掀
起了我国第一次器官移植的浪潮。

其后，夏穗生将视野投射到其他各种
器官移植上，并不断创下新纪录：1984年，
成功进行我国首例胰腺移植；1989年，在
国内率先开展亲属活体脾移植；1995年，
成功实施亚洲首例腹部多器官移植……

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在夏穗生带
领下，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开展了包
括肝、肾、胰腺、甲状旁腺、胸腺等多种器
官的移植。

正当医学界为夏穗生屡创移植纪录
而惊叹时，他却悄然“转身”，转而培养器
官移植事业“接班人”。“要让中国器官移
植的事业发展壮大，关键是人才。”“让年
轻人站在前台，我的任务是搬梯子。”这是
夏穗生常说的话。刘乐欣、姜洪池等一大
批国内器官移植中坚出自夏穗生门下。

2011年，夏穗生凝聚自己毕生科研和
临床经验，主编《中华器官移植医学》专著
出版。我国著名器官移植专家、原国家卫生
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在书序中评价：“夏穗
生教授是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开创者，他
从医70年的奋斗史也是我国器官移植事
业发展的生动写照。作为我国器官移植的
奠基者，他鞠躬尽瘁，参与、推动和见证了
我国器官移植发展至今的全过程。”

如今，器官移植的“中国模式”已成世
界医学楷模，但器官短缺依然是一个难
题。2013年，夏穗生登记成为一名遗体（器
官）捐献志愿者。“要别人捐献遗体器官，
自己不做出榜样，只讲空话，不做实事，不
行。”夏穗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有越来
越多的人因为器官移植获得新生，我国可
以为世界器官移植事业提供更多的中国
方案。 据湖北日报 澎湃新闻

培养器官移植事业接班人
“我的任务是搬梯子”

一生只做了一件一生只做了一件
事事，，惟愿不负国惟愿不负国
家培养家培养

上世纪 50 年代，夏穗生从同济
医学院毕业，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
批医生。确定研究方向时，他义无反
顾选择了外科。“那时，外科在我国刚
刚起步，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1955 年，国际上首先实施狗的
同种异位肝脏移植实验。在那个信息
闭塞的年代，这一医疗界的新闻并未
广泛传播。1958年9月10日，夏穗生
将一只狗的肝脏移植到另一只狗的
右下腹，术后，这只移植了肝脏的狗
存活了 10 个小时。这是国内对于肝
脏移植的一次实验性探索，与国际医
学发展不谋而合。

世界医学的车轮依旧滚滚前
行。1963 年，美国施行了世界首例
人体原位肝脏移植手术，患者存活
了7天。

消息传出，步入不惑之年的夏穗
生立即查询英文和德文的相关资料。
然而翻阅所有相关论文、报道后，夏
穗生的心凉了半截——手术方对核
心技术只字未提。

“突破技术难关，只能靠自己。”
夏穗生翻阅资料、建立实验室，由于
缺乏人力、财力的支撑，在长达 9 年
的时间里，这项工作一直在胶着中
进行。

1972 年，夏穗生出任同济医院
腹部外科研究所副主任。已年近半百
的他，在重症肝病病人的眼神里，感
受到强烈的求生渴望。“肝脏疾病一
旦到了终末期，肝移植就是患者唯一
的希望，器官移植事业亟待启幕。”

“让我国医学立于世界医学之
林，必须开展器官移植，这是祖国的
召唤、患者的嘱托。”夏穗生说，“一种
渴望进行肝移植的执念渐行渐近。”

“既然没有国外的经验可以借
鉴，我们就自己摸索着做。”夏穗生笃
定决心。

没有国外经验可没有国外经验可
以借鉴以借鉴，，我们就我们就
自己摸索着做自己摸索着做

数年刻苦实验
打开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大门

夏穗生的家属签署遗体捐献
协议书，履行夏老生前捐献意愿

上世纪60年代夏老与同事进行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