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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假捐献 真买卖？ 封口费 46 万！
违规的捐献

李萍是被砍伤的，凶手是石
祥林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同父异
母哥哥。 一起被砍伤的，还有石
祥林以及他的妻子、儿子。

李萍在县人民医院 ICU 病
房经过 4 天抢救后死亡，两个月
后，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公安局
一名法医通知石祥林去做伤情
鉴定，中途，法医问起李萍器官
捐献的事，石祥林才知道，母亲
的肝脏和双肾不见了。

他立即打电话问，父亲石昌
永说了大夫杨素勋和自己沟通
的经过，还说在此之前，杨素勋
就找过石祥林的堂哥石子军。 石
昌永说，石子军嘱咐过他，不能
将此事告诉石祥林，“怕他一时
冲动，闹坏了身体。 ”

石昌永告诉记者， 自己记得
很清楚， 签署器官捐献表的时间
是 2018 年 2 月 14 日， 李萍被宣
布临床死亡的前一天。 那天晚上
8点多，他正在睡觉，迷迷糊糊中，
石子军叫他去杨素勋办公室“签
协议”，同去的还有女儿石子慧。

石子慧告诉记者：“几个哥
哥跟我讲，（治病）花了一大笔费
用，拿不出来这么多钱了，医生
建议捐献器官，国家会给一笔补
偿费。 ”

石昌永向记者回忆， 此前，
他曾听到石子军和杨素勋通话，
杨素勋最初许诺移植器官后给
石家补偿 16 万元，但石子军说，
“不给 20 万元不干。 ”

捐献表上的字，是女儿帮石
昌永签的。 石子慧记得，杨素勋
拿来两张“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
记表”，表格上方内容已填好，让
他们签字、按手印。

一份转账记录单显示，李萍
被摘取器官的第二天，一位名叫
“黄超阳” 的人打给石子军的个
人账户 20 万元。

北京某家医院的一位器官
捐献协调员称，这张器官捐献登
记表确为目前捐献中使用的登
记表。 区别是，有石子慧签过名
的登记表上，“印章”“登记单位”
“编号”等几处均为空白。

石祥林说，他曾就这几处空
白询问杨素勋，杨素勋说，“忘记
填了。 ”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绕过红十
字会系统进行的器官“假捐献”。

于今年 1月份进一步修订的
《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
规定》中规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及其医务人员发现潜在捐献者
时，应当主动向划定的 OPO（人
体器官获取组织） 以及省级红十
字会报告，禁止向其他机构、组织

和个人转介潜在捐献者。
按照规定流程，在发现潜在

捐献者后，杨素勋应当向为其划
定的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的 OPO 及省红十字会报告，
由红十字会安排器官捐献协调
员见证器官获取。

“签字的那个过程，应该由
协调员来完成，而不是 ICU 的大
夫完成。 ”2018 年 5 月 24 日，中
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一
名工作人员答复石祥林称。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
心的一份书面报告显示：该案例
红十字会的人员没有参与，且未
通过正常渠道进行。 工作人员
称，“认定其是违规的行为。 ”

46 万元封口费

对于这次蹊跷的捐赠，石祥
林曾向很多单位反映情况。 安徽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于今年 1 月
28 日发布的“2018 年第四季度省
级卫生健康委行政处罚情况”显
示，杨素勋因违规转介潜在器官
捐献人案被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2018 年年底，时安徽省卫计
委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石祥林，行
政处罚完，“违法犯罪的事，已移
交到省公安厅。 ”

石祥林又去安徽省公安厅询
问，“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今年 4
月， 中央扫黑除恶第十四督导组
进驻安徽省，石祥林递交了材料，
几天后， 警方对此事正式立案侦
查。 包括杨素勋在内的 7 人被逮
捕。 怀远县公安局一名办案人员
告诉记者，具体案情正在侦查中。

54 岁的杨素勋被捕前是怀
远县人民医院 ICU 主任、副主任
医师，此前，医院墙壁上张贴的
宣传资料显示，杨素勋对颅脑损
伤、呼吸循环衰竭等危急重疾病
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杨素勋老家
的几位村民告诉记者，杨本人话
不多，人看起来“很老实”，村民
去县城看病多数都会找他帮忙。

8 月 20 日，记者在杨素勋的
老家见到了他的父母，周围的邻
居告诉记者，两位老人住的二层
小楼已翻修完两三年，但老人平
时常常捡拾废品，贴补家用。

石祥林说，2018 年 6 月，时
安徽省卫计委调查组对其母亲
的器官捐献案展开调查后，杨素
勋曾多次让中间人和石祥林所
在村的会计杨金武联系，企图与
他私下和解。

杨金武告诉记者，最初找自
己的是一名自称在镇上信用社
工作过的陈姓男子，想“一起坐
下跟他（石祥林）调解”。 石祥林
起初不同意， 杨金武劝说他，去
告也没有结果，补偿“对家庭也

没什么坏处”， 陈姓男子提出给
予石祥林十几万元补偿，但石祥
林说，“诚心的话给我 80 万元”。

两人没谈妥。 之后，一名自
称是杨素勋亲戚的石姓男子与
石祥林约在一家宾馆， 谈了一
夜，最终定为 46 万元。

谈妥第二天下午，几人约在
一家网吧二楼的小房间里，让石
祥林抄写一份谅解书，并在一份
收条上签字按手印。 随后，杨素
勋的妻子胡萍手提一个装有 46
万元现金的袋子来到房间内，

“（她）进来说，我这 46 万元也不
容易， 东借西借， 你就不要告
了。 ”杨金武回忆，当时，石祥林
口头答应不再告杨素勋。

石祥林告诉记者，自己这么
做另有目的，“更加能坐实他的
犯罪事实。 ”

拿到 46 万元的当天， 安徽
省卫计委调查组正在怀远县人
民医院调查，石祥林说，自己随
即向省卫计委调查组反映了拿
钱签字的过程，调查组称，私下
协商的事情不在其调查范围内。

之后，中间人曾让杨金武将
46 万元要回， 杨金武说钱都花

掉了。
石祥林告诉记者， 一年时

间，46 万元只剩下 10 万元，“一
部分用作开销，一部分就用到之
前借钱去北京（上访的借款）。 ”

涉案的 5 家医院

除了杨素勋外， 被逮捕的 7
人中，还包括南京鼓楼医院肝胆
外科（含移植外科）主任黄新立、
江苏省人民医院肝胆中心主任
医师陆森。

事实上，石祥林说，自己最开
始对这次器官摘除产生疑问，找
杨素勋询问相关协议时， 杨素勋
告诉他没有协议，让他“去江苏省
人民医院那边问”。 后来，杨素勋
才通过微信给他发来包括登记表
和汇款单在内的 4张照片。

杨素勋曾发给石祥林一个
称是“南京黄主任”手机号码，记
者发现该手机号的微信显示人
正是黄新立。

记者了解到，此前，黄新立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肝胆中心担
任副主任医师，但江苏省人民医
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018 年 2 月 5 日，李萍器官被摘
除之前，黄新立已正式办理辞职
手续，离开江苏省人民医院。

2018 年 1 月，黄新立作为人
才引进从江苏省人民医院肝胆
中心进入南京鼓楼医院肝胆胰
中心工作。 2018 年 6 月，黄新立
被聘任为南京鼓楼医院 OPO 办
公室主任。

石祥林说，黄新立当时告诉
他，其母亲捐献过程按正常程序
办理，并询问他家庭人员受伤情
况， 声称可为他申请基金救助，
但要写一份材料，“他说写母亲
捐献器官你是知情的，再写一些
感谢我们的话。 ”

南京成为这起器官“假捐
献”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石子慧

告诉记者，2018 年 2 月 14 日签
署捐献表的当天， 杨素勋对她
说，“要去南京摘除器官”， 堂哥
们怕她阻拦，将其从母亲的病房
外支开。

怀远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出具的一份法医学尸体检验鉴
定书显示，李萍的器官在一辆救
护车上被摘除。 鉴定书上称：告
知家属病情，可能随时心跳停止
死亡，家属表示理解，要求放弃
治疗， 于 2018 年 2 月 15 日 3 时
55 分自动出院，平车送入江苏省
人民医院救护车中，停机械通气
后于 2018 年 2 月 15 日 5 时整心
跳停止，宣布临床死亡，开始行
器官捐献。

江苏省人民医院一名工作
人员称，当日的那辆救护车并非
出自江苏省人民医院，据《新京
报》报道，该救护车很可能归属
于给石祥林堂哥转账 20 万元的
黄超阳。

8 月 23 日，记者从怀远县看
守所处证实，黄超阳也被关在此
处。 天眼查信息显示，黄超阳是
一家名为“安徽苏康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
位于安徽省宿州市环宇国际广
场，经营范围包括“注射穿刺器
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化
用和基础设备器具、植入材料和
人工器官、手术室、急救室”等。
记者到达公司现场后发现，该处
已人去楼空。

安徽省卫生监督管理局一
名姓胡的主任向石祥林证实，摘
除手术确实是在疑似归黄超阳
所有的那辆救护车上完成的。

那么，被摘除的肝脏和双肾
到底去了哪里？

在李萍的尸体检验鉴定书
中，人体器官捐献器官获取见证
记录摘要中提到，器官被摘除后
的第五日和第七日，北京解放军
第 302 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
院分别对李萍的肝脏、肾脏出具
了病理检查报告。

记者从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处了解到， 出具病理检查报告的
日期并不等于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的日期。 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
医师分会发布的《中国移植器官
保护专家共识》（2016版）显示，理
想供肝冷保存时间不超过 8小时,
临床实践中供肝冷缺血时间一般
不超过 12~15 小时， 肾脏冷保存
时间一般不超过 24小时。

这意味着，2018 年 2 月 15
日当天早上，来自安徽省一个县
城医院的两个器官， 最晚于 16
日凌晨已被转运至京津的两家
医院，完成此次“假捐献”案件的
最后一步，移植入受体的体内。

（据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

母亲李萍去世，留下几个谜一样的漏洞，石祥林至今都没能填上。
2018 年 2 月 15 日，53 岁的李萍在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人民医院去世，两个多月后，石祥林才知道，母亲的肝脏和双肾被摘除。
当时在医院的父亲石昌永和妹妹石子慧告诉他，母亲的主治医生杨素勋联系过他们称：“母亲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人。 如果家人愿意捐献

（器官），国家会补助家属 20 万元。 ”
“这个钱让我开始怀疑，之前了解捐献器官是自愿无偿捐献。 ”石祥林说。
而在杨素勋提供的有父亲和妹妹签名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里，石祥林发现，表上既没有单位，也没有公章。

石子慧正在签署“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

� � 石子慧签署的 “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