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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死亡时，身受重伤的石祥
林还躺在医院病床上。他一家住院
治疗主要靠一个堂兄操心。

石祥林称他出院后知道母亲的
肝肾“捐献”出去了，20万元“国家补
助”转到了堂兄的账户，用于支付各
项医疗费用。

“我妹妹告诉我，杨素勋医师当
时跟她说，我母亲不行了，就算抢救
过来也是瘫痪在床，捐献器官的话
国家补助20万。”石祥林说，他后来
知道，母亲捐献器官的事是杨素勋
经办的。

于是，石祥林向杨素勋询问母亲
器官捐献的手续资料。杨素勋通过微
信向石祥林发了4张照片——有2张
是石祥林父亲、妹妹在医院签字的照
片，另一张是转账记录，还有一张是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
登记表上有石祥林父亲、妹妹

的签字和手印，落款时间是2018年2
月14日——李萍肝肾被摘取的前一
天。表上除了个人信息填写，还打印
了几行字，其中注明：“同意并完全
代表捐献者作出死后无偿捐献下列
器官的决定”，后面一行在“肾脏”

“肝脏”两处方框划了“√”。
不过，这张“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登记表”上，“登记单位”和“编号”一
栏都未填写，“印章”处也是空白。

石祥林觉得母亲的器官捐献
“有问题”。2018年5月，他去了趟北
京，找到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
心。“他们后来回复我，只要按正常
渠道捐献的，他们系统里都能查到，
但我妈妈的查不到。”石祥林说。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一
份书面材料显示，石祥林母亲李萍
的器官捐献，红十字会人员没有参
与，且未通过正常渠道进行。

2019年8月8日，怀远县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陈虎向记者证实，李萍
的器官“捐献”，并非通过人体器官
捐献的正规途径，“是医生的个人
行为”。

那家属获得的20万元“补助”，
又从何而来？“捐献器官都是无偿
的，不可能补偿几十万元。”陈虎说。

杨素勋向石祥林出示的转账照
片显示，2018年2月16日，一名叫“黄
超阳”的汇款人，通过银行向石祥林
的堂兄转账20万元。“他（杨素勋）说
为我们申请了最高标准的国家补
助，20万元。”石祥林说。

北约战机
逼近俄防长座机遭驱离

俄罗斯国防部13日说，一架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战机试图逼近俄罗斯国
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乘坐的飞机，被
护航俄军战机驱离。

绍伊古在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
观摩“国际军事比赛-2019”后乘坐飞
机返回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俄罗斯国
防部说，飞机在波罗的海上空国际空
域飞行时，一架北约F-18型战机试图
逼近，被两架护航的俄军苏-27型战
机中的一架驱离。

俄国防部发布从绍伊古座机中拍
摄的视频，显示一架西班牙空军F-18
战机伴随绍伊古座机飞行，俄军战机
逼近后，F-18迅速飞离。

加里宁格勒西临波罗的海，其他
三个方向是北约国家波兰和立陶宛。

2017年6月，绍伊古座机在波罗的
海 上 空 遭 遇 类 似 情 况 ，护 航 俄 军
苏-27驱离一架北约F-16型战机。

（新华社）

文在寅承诺
为“慰安妇”受害者讨公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14日承诺，韩方
将努力增加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
的认知，继续致力于恢复受害者的名
誉和尊严。

韩国政府当天在首都首尔市中心
白凡金九纪念馆举行“日军‘慰安妇’受
害者纪念日”活动，社会各界大约300人
出席，包括在世的“慰安妇”受害者。

1991年8月14日，韩国籍“慰安妇”
受害者金学顺公开讲述遭日军强征为
性奴隶的经历，成为日军“慰安妇”制
度受害者公开作证第一人。2012年11
月召开的亚洲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
联盟大会把每年8月14日定为“世界

‘慰安妇’纪念日”。
韩国2017年把8月14日“世界‘慰

安妇’纪念日”定为国家纪念日，去年
首次举行官方纪念活动。由于第二次
世界大战时期遭日本企业强征的韩国
劳工索赔诉讼以及后续出现的贸易管
制摩擦，韩日关系近期紧张，今年官方
活动的气氛备受关注。

女演员韩智敏在活动现场朗读一
名已故“慰安妇”受害者的女儿来信：

“当年听说母亲当过日军‘慰安妇’时，
我年纪太小，无法理解。每当想到母亲
不得不终生承受那种苦痛，我总忍不
住哭泣。”

主持活动的女性家庭部长官陈善
美说，自去年举行首次纪念日活动以
来，韩国又有8名“慰安妇”受害者去
世，在世受害者现在仅存20人。政府将
带头把“慰安妇”议题扩展为一场妇女
权益运动，“教育下一代铭记这一历史
教训”。

文在寅去年出席纪念日活动，今
年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强调韩国政
府“将竭尽所能，恢复日军‘慰安妇’受
害者的尊严和名誉”。韩方将致力于向
国际社会普及与日本战时暴行相关的
信息，传播“和平和妇女人权理念”。

日本共同社在报道中提到，文在
寅没有在声明中批评日本现政府。

当天晚些时候，首尔的日本大使
馆附近举行第1400场支持“慰安妇”受
害者“周三集会”。这类集会自1992年
开始，每周三举行，吸引不少民众和

“慰安妇”受害者参加，要求日本政府
就战时强征“慰安妇”正式道歉。

首尔市政府当天在南山公园揭幕
一座“慰安妇”受害者纪念像。全国其
他地方举行集会、展览等纪念活动。

（新华社）

脸书承认“监听”用户语音

美国社交媒体脸书公司13日承
认，它雇用数以百计的承包商雇员“监
听”用户的语音资料并转录为文字。

彭博社13日报道，脸书在一份声
明中说，它收集用户语音资料前经过
用户允许，只是“与苹果和谷歌公司一
样，我们在一周多以前暂停人为审核
语音”。

彭博社报道，脸书仅“监听”安装
脸书推送信息应用并开通语音转录功
能的用户，利用用户的语音资料“测试
脸书人工智能软件理解语音信息的能
力”；脸书没有告知承包商雇员这样做
的目的。

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
去年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时否认脸
书收集用户语音资料、用以投放广告，
称之为“阴谋论”。脸书随后在交给国
会的书面证词中说，脸书会经用户许
可收集用户对话，但没有解释如何加
以处理。

提供语音辅助功能的亚马逊、苹
果和谷歌公司先前承认收集用户对
话，以“改进产品”。苹果和谷歌不久前
说，已经停止这种做法；亚马逊公司则
对系统作出修改，允许用户禁止亚马
逊的“语音助手”收集语音资料。

（新华社）

多人指认“揩油”

为回应美联社有关多明戈涉
嫌性骚扰的报道，洛杉矶歌剧院
在一份声明中写道：“将雇用外部
法律顾问调查普拉西多·多明戈
所涉指认。”

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女性
说，多明戈借助在歌剧界的权势，
施压与他发生性关系；拿工作机
会作诱饵，如果拒绝他追求，她们
有时会在职业上受到“惩罚”。

多明戈曾经是洛杉矶歌剧院
的艺术总监，2003年迄今出任总导
演，有权安排角色。按照多名自述
受害的女性所述，多明戈能够成
就或毁掉她们的事业。

美联社接触的30多名业内人
士说，多明戈“揩油”异性一直是
公开的秘密，可以追溯到30年前，
发生在多座城市。

不少女性说，她们先前担心，
指认多明戈性骚扰无异于自毁前
程。

作为唯一同意公开姓名的
指认者，退休女中音歌手帕特里
夏·伍尔夫告诉美联社，她在华
盛顿歌剧院工作期间，多明戈对
她动手动脚。即便她多次拒绝，
多明戈仍不依不饶，经常敲她更
衣室的门。

多明戈1996年至2003年是华

盛顿歌剧院的艺术总监，2003年至
2011年出任总导演。伍尔夫说，她
那时候害怕，因而不敢举报多明
戈，如今公开这段经历，目的是结
束歌剧界对性骚扰保持沉默的风
气。“我希望这能帮助其他女性站
出来，勇敢地说不。”

多场演出“泡汤”

多明戈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性骚扰指认“令人困扰”“描述不
准确”。按照他的说法，如今衡量
个人行为的“规则和标准”与过去

“非常不同”。
多明戈自认为他“所有交往

和关系……都是两厢情愿”。
应美国费城交响乐团邀请，

多明戈定于9月18日在一场开幕
庆典上献唱。这一乐团13日发布
声明，撤销邀请。旧金山歌剧院
原定10月6日举办一场多明戈音
乐会，票已经售罄，同样决定取
消演出。

多明戈定于9月和10月在位于
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领衔歌剧

《麦克白》。大都会歌剧院在一份
声明中说，重视多明戈所涉性骚
扰、滥用权力等指认，会等待洛杉
矶歌剧院的调查产生结果，再对
他后续演出安排做定夺。

（新华社）

安徽一死者肝肾被“假捐献”
6医护人员涉侮辱尸体罪被捕

安徽蚌埠怀远县公安局政工室相关负责人称
此案由市、县两级公安联合调查，目前仍在侦办中

53岁的李萍重伤入院，家属被告知其脑死亡后放
弃治疗，并在一份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了名；被宣布临
床死亡后，肝肾器官被摘除，家属获得20万“补助金”，
但她的儿子石祥林却发现“捐献”有假。

这起离奇的案件发生在安徽蚌埠怀远县。8月8日，
怀远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陈虎向记者证实，李萍的器
官“捐献”，并非通过正规途径，“是医生的个人行为”。

记者近日从办案部门获悉，涉案的6名医护人员已
被以涉嫌侮辱尸体罪逮捕。据怀远县公安局政工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案由市、县两级公安联合调查，目前
仍在侦办中。

石祥林说，2018年6月，他向卫
生行政部门反映此事，相关部门曾
到怀远县人民医院调查。杨素勋曾
通过中间人给了他46万元“封口
费”，但他当天就向调查组人员如实
说明了此事。

“如果没有问题，他会给我那么
多封口费吗？”石祥林说。

2019年4月，中央扫黑除恶第14
督导组进驻安徽省，第14督导组的
第二小组进驻蚌埠市督导工作。石
祥林说，他得到消息后带着材料，去
蚌埠找到督导组工作人员，反映了
相关情况。

几天后，石祥林得知，警方对此
事正式立案侦查，“抓了6个人”，其
中包括怀远县人民医院ICU主任杨
素勋。

年过五旬的杨素勋是怀远县
人，曾先后在怀远县人民医院的外
科和ICU工作，是一名副主任医师。
8月8日，记者在怀远县人民医院

ICU门外的走廊看到，杨素勋的照
片和人物简历，依然挂在墙上的宣
传栏里。

医院一名姓沈的保安介绍，杨
素勋在这家医院工作了大约二十
年，“看起来很老实，没想到出这种
事。”

怀远县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邵
南辉告诉记者，杨素勋被公安带走
后，不再担任医院ICU主任一职，

“我们只是配合调查，具体情况还不
清楚。”

8月13日，怀远县人民检察院办
案人员向记者介绍，今年5月，怀远
县公安局将此案6名犯罪嫌疑人移
送审查逮捕，“我们以涉嫌侮辱尸体
罪，对6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被
捕嫌疑人中包括杨素勋。

记者从怀远县公安局和石祥林
的代理律师处了解到，此案6名犯罪
嫌疑人均为医护人员，除杨素勋外
的另外5人，来自南京的医院，目前

案件仍在侦查阶段。
关于犯罪嫌疑人的涉案罪名，

石祥林认为，涉案人员不仅在摘取
器官的过程中“侮辱尸体”，还涉嫌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没有买卖的
话，给我们家属的几十万哪来呀？”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犯侮辱
尸体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
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于此案的定性问题，怀远县
公安局政工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案
件的结论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其
介绍，此案由蚌埠市、怀远县两级公
安联合侦办，将严格按程序办理。

怀远县卫健委医政医管科一位
姓李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等调查
结论出来后，卫生行政部门将依据
司法机关的定性，对涉案医生进行
行政处罚。 据澎湃新闻

李萍受伤，是被大儿子石某用
斧头砍的。

李萍的小儿子石祥林告诉记
者，2018年2月10日晚上，他责怪哥
哥石某在外面惹事，两人电话中发
生争吵。没想到这次争吵竟酿发悲
剧。第二天凌晨，石某持一把斧头，
将母亲和石祥林一家三口砍伤。该
案后来的法医鉴定显示，53岁的李
萍重度颅脑损伤死亡；石祥林头部、
腹部均受重伤，他妻子轻伤，他6岁
的儿子头部重伤。

石某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
经鉴定，案发时其处于发病期，但具
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后来，他被以
故意杀人罪判刑十四年八个月。

李萍死亡前，与石祥林等4名伤

者均被送往怀远县人民医院救治。
伤情严重的李萍，被送进了怀

远 县 人 民 医 院 的 重 症 医 学 科
（ICU）。病历资料记载，李萍入院后
的第5日——2018年2月15日凌晨，
她已处于脑死亡状态，自主呼吸消
失，生命垂危。

“告知家属随时有心跳骤停可
能，患者家属表示理解，要求放弃治
疗。”医师杨素勋在病历中记录。

杨素勋是怀远县人民医院ICU
主任。他在李萍的“死亡记录”中写
着：2月15日凌晨3：55，对李萍停用
呼吸机，用手动呼吸球囊维持通气，
平车送入江苏省一家医院的救护车
中；停止机械通气后，凌晨5点，李萍
心跳停止，“宣布临床死亡，开始行

器官捐献”。
此后，李萍的肝脏和肾脏被摘取。
怀远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

《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显示，打
开李萍腹腔后，“肝脏缺如，残端缝
合；双侧肾脏缺如，残端缝合。”

警方作出的尸检鉴定书还记载
了李萍“捐献器官获取见证记录”，上
面显示，器官获取5天后的2018年2月
20日，北京一家医院在移植手术前对
李萍的肝脏进行了病理检查；2018年
2月24日，天津一家医院对李萍的双侧
肾脏，也进行了移植前的病理检查。

在器官摘取的前一天，李萍的
丈夫和女儿在一张“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登记表”上签了名。但这张登记
表后来引起了石祥林的怀疑。

精神分裂症患者将母亲与弟弟一家三口砍伤

红十字会：非正规器官捐献，是医生的个人行为

中央督导组介入，6名医护人员被捕

知名男高音多明戈挨查

美国洛杉矶歌剧院13日
宣布，将着手调查世界知名男
高音歌唱家普拉西多·多明
戈，缘由是多名女性指认他性
骚扰。

多明戈申辩，说那些女性
“描述不准确”。只是，这场风
波已经令他丢掉近期多场出
演机会。

多明戈现年78岁，在西
班牙出生，与已故意大利男高
音歌唱家卢恰诺·帕瓦罗蒂和
西班牙歌唱家何塞·卡雷拉斯
并称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
他录制专辑唱片超过100张，
捧走多项音乐界“格莱美奖”。

涉嫌性骚扰
多明戈申辩：那些女性“描述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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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肝肾“被捐献”后，有人通过银行向家属转账20万元

李萍丈夫和女儿签名的《中国人体器官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