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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后纠纷的管理与防控策略
康简 辜凤娟 汪家兵 吕富荣 徐玲

【摘要】

器官捐献后纠纷是随着捐献工作不断开展逐渐显露的纠纷。器官捐献后纠纷的管理与防控策略和

常规医疗纠纷不同。本文通过对经办器官捐献后纠纷案例进行回顾，探讨捐献后纠纷的管理与防范策略，以期为
解决器官捐献后纠纷处理机制的完善提供参考。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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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器官捐献是自 2015 年 1 月 1 日中国全面取消死

案例 1：案例 1 捐献者在建筑工地务工时不慎从高处坠

囚器官获取途径后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主要器官来

落，致颅脑出血、肋骨骨折等全身多发伤。送至医院时瞳

源 [1]。随着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推进和不断完善，公民

孔散大、光反射消失、无自主呼吸，经医院积极抢救无效

捐献意识的不断提高，全国器官捐献数量由原来的不足

后，捐献者的侄儿提出器官捐献，捐献者家属（妻子和儿

0.1/10 万增加到现在的 0.2/10 万，对器官短缺起到一定的

子）经慎重考虑同意器官捐献。顺利实施器官捐献后 3 个月，

缓解作用 [2]。然而，随着捐献数量的增多，各种问题尤其

器官捐献主管单位接到投诉并要求我院器官捐献办公室了

是完成器官捐献后的纠纷随之而来，对于从事人体器官协

解和回复投诉信。投诉内容大致为我院将具有传染性疾病

调的工作者是一项新的挑战。

的器官移植给其他患者，属于违法行为。其实验室检查结

器官捐献后纠纷不同于医疗纠纷。医疗纠纷是特指医
疗活动中，医患双方对医院的医疗服务行为及其后果和原
因产生异议时所引发的纠纷

[3]

。医疗活动中救治的结果

果如下：（1）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乙型肝炎
e 抗原（HBeAg）阳性。（2）梅毒螺旋体抗体结果异常，
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阴性。

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器官捐献是当现有医疗技术无法挽救

处理方式：我院器官捐献办公室协调员与投诉者联系，

公民生命时，公民逝世后将其功能完好的器官或者组织以

投诉者为捐献者的侄儿（捐献者家属并未委托其办理），

自愿、无偿方式捐出用于救治他人。器官捐献后续流程与

投诉者要求医院给予一定数额的补偿。协调员请医学专家

捐献者家属期望有较大差异时，就会将不良情绪发泄于人

查看实验室检查结果并出具书面说明，投诉者认为医学专

体器官协调员，甚至因此将矛头转向协调员最终走向法律

家会庇护器官捐献办公室，所以协调未果。后通过重庆市

诉讼。

红十字会、器官获取单位、器官捐献办公室等以正式面谈

本文将总结经办过器官捐献后纠纷实例的管理经验，

方式进行近 3 h 时沟通，解除投诉者心中疑惑，并对投诉者

探讨器官捐献后纠纷的管理与防控策略，以期为器官捐献

大爱之举予以肯定和感谢，此后再未接到投诉者电话。后

后纠纷处理机制的完善提供参考。

经了解投诉者打算利用工伤赔付给捐献者家属，后因实付

1

保险赔付数额与原许诺数额有相当差距，故投诉者将矛头

案例回顾

转向器官捐献办公室。

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案例 2、3：案例 2、3 捐献者均为交通事故所致的不

一医院实施器官捐献 32 例，其中捐献后发生纠纷 3 例。

可逆死亡。因涉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需调取捐献者住院

3 例器官捐献后纠纷均得到良好处理。

病历。案例 2，捐献者的尸检报告中法医摘抄部分手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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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中描述为“分离肝胆胰脾等器官，获取后将其余器官按

同时告诉捐献者家属可以到相关专业的其他单位进行咨询。

解剖结构放回”。捐献者家属误解为医院多获取胰腺和脾

当涉及交通事故鉴定时，协调工作需要得到交通事故鉴定

2 个器官。案例 3，捐献者家属担心保险赔付会因器官捐献

部门工作的配合，告知家属交通事故鉴定的流程。

而影响赔付，因此要求病历中不能出现“器官捐献”字样。

2.2.3

经过耐心解释后，捐献者家属同意病历中出现“器官捐献”

段时，应积极寻求捐献家庭所在社区、居委会、当地政府

字样。捐献后 1 周复印病历时，病历记录为“患者深昏迷、

和红十字会等的帮助。捐献事业是阳光事业，捐献行为是

无自主呼吸、各项反射（包括脑干反射）消失，2 项确认试

大爱行为，
不能因为其中的误会得不到化解而产生不良后果。

验符合脑死亡判定标准，脑死亡自主呼吸激发试验验证患

捐献者家庭所在区域与捐献者家庭之间联系紧密，社区、

者自主呼吸消失，家属放弃抢救，提出器官捐献”。捐献

居委会能够与捐献者家属进行平等信任的对话，能够客观

者家属再次不满，认为因放弃抢救将无法获得保险赔付。

地帮助捐献者家属分析问题，起到关键的疏通作用。

处理方式：案例 2 尸检报告为摘抄部分手术记录，协

寻求帮助

当协调员与捐献者家属沟通到达瓶颈阶

2.3 协调员团队建设

调员与捐献者家属沟通后出示完整手术记录给家属后，捐

捐献工作中协调员从发现潜在捐献者到实现捐献再到

献者家属情绪得到缓解。我院器官捐献协调员知晓案例 3

送捐献者人生最后一程，每个环节对协调员的心理上和身

捐献者家属顾虑后，主动了解保险赔付相关知识，同时请

体上提出巨大挑战。既要面临捐献者家庭的支离破碎，又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当面解答保险赔付的相关事项，经过

要给绝望者以生存契机；既要安抚捐献者家属悲恸情绪，

10 余次的反复沟通后，最后得到完满解决。

又要理性应对各种问题。捐献工作中的每个案例都不是可

2

借鉴的相同案例，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协调员工作需要不

管理策略

断总结、强化学习、拓宽知识领域、转化角色、增强沟通

2.1 纠纷的产生原因

技巧、树立服务意识等。在每个捐献案例前，协调员团队

器官捐献后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器官捐

应充分考虑到潜在问题，通过积极沟通、多角度思考问题，

献工作有严格的法律法规规定，《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和

将潜在问题化解于萌芽中。协调员团队除了需要定期学习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管理办法（试行）》条例中也明确规

医学专业知识外，还需要了解交通事故鉴定、商业赔付等

定了捐献意愿的真实性，获取器官单位不宜直接给予现金

知识，通过不断完善与捐献过程有关的知识体系，在实例

补偿，且涉嫌任何买卖器官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

[1，4-5]

。

据统计重庆市 2011 年至 2017 年近 200 例捐献者中，捐献
者大专学历以上文凭仅为 3.5%。这些捐献者多是家庭的主

中发挥所学知识。

3

防控策略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国家尚未

要劳动力，捐献后捐献者家属经济困难是面临的主要问题，
捐献者家属希望得到较多补偿。

对脑死亡立法，相关器官捐献与移植法律尚未颁布。每个

2.2 纠纷的处理

捐献案例中都存在各种风险因素，加之国民对器官捐献的

2.2.1

器官捐献后纠纷的处理方法首先是态度

认知程度不深，以及非法分子的动机不纯等，都增加了捐

要足够诚恳 [6-7]。当捐献者家属提出异议时，协调员应意

献案例中纠纷的风险。目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

识到自身工作仍有欠缺，需要积极主动地联系捐献者家属，

红十字会通过新闻媒体、电视网络及相关公众人物的报道

而不是拖沓、置之不理甚至拒绝与家属沟通。协调员在器

加大宣传力度，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程度逐渐加深 [9]。

官捐献工作中的角色是桥梁，搭起生命之桥；是服务者，

然而，捐献者家属心中仍会存在各种顾虑，其在一定情况

为捐献者奉献爱心并提供支持；是代言者，作为医疗团队

下便会转化为器官捐献后纠纷。因此，协调员团队应严格

的代言者为家属答疑解惑；是维护者，作为捐献者家属利

树立风险防控意识，捐献过程中需反复讨论案例的风险点，

益的维护者为其争取捐献后的后续关怀。协调员在短时间

以及如何降低风险和规避风险。器官捐献中文书书写是记

内与捐献者家属建立信任关系需要有较高的沟通技巧。当

录捐献过程的客观证据，也是捐献者家属用于商业保险赔

捐献者家属有困惑和疑虑时，协调员积极地沟通，能在一

付的依据，文书书写应规范、准确。另外器官捐献办公室

态度诚恳

定程度上缓解矛盾以及降低矛盾的尖锐程度
2.2.2

客观交流

[8]

。

器官捐献事业在中国起步较晚，协调工

应加强捐献前的伦理审查，
给予捐献者家属全面的信息了解，
切实保障捐献者家庭的基本权利，才能有效降低潜在纠纷

作中涉及法律、交通事故鉴定、家庭伦理、医疗专业知识、

的发生率。

商业保险赔付、工伤鉴定等。这些知识对大多数协调员来

4

说都属于知识盲区。当捐献者家属提出疑问时，科学客观
地交流能够建立起平等、信任的关系。协调员若凭主观回答，

小 结
近年来，器官移植事业在不断发展，同时器官捐献后

一旦家属验证的答案与协调员给出答案不一致时，家属会

纠纷也在频繁发生，给社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为了促进

不再信任协调员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当涉及医学专业问题

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健康发展，管理并防控器官捐献后纠

时，
协调员需要通过咨询相关专业医学教授并给出书面报告，

纷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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