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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谁说了算？

2018 年 ，安 徽 怀 远 的 李
某脑死亡。在主治医生劝说
下，李某的丈夫和女儿在一份
人体器官捐献表上签字，同意
捐献李某的肝脏和双肾，同时

违反程序摘取器官要追责
“《刑法》规定，盗窃、侮
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刘鑫说，
《刑法》
修正案（八）规定，违背自然人
的意愿摘除器官，或违背本人
近亲属意愿摘取的，都按照盗
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罪处
理。如果组织他人出卖人体
器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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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家属同
意捐献，红十字会介入管理，
器官捐献的乱象也有可能发
生。
“按照正常的流程，所有被
捐献的器官资料应该进入器
官库（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
享计算机系统），由系统按照
排位顺序，按照公平、公正和
公开原则给予需要的患者。
但实际情况是，很多捐献者的

器官直接被留在了去世的医
院使用，并未进行过系统分
配。
”
专家认为，在面对人体器
官捐献时，需要有完善的法律
来保障逝者的尊严，更给等待
救助者平等的生存机会。
今年 8 月 23 日，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
议分组审议《民法典》人格权
编草案时，在三审稿中将《人
体器官移植条例》中“自然人
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该自
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
女、父母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共
同决定捐献”纳入，上升到法
律层面。虽然这一条款纳入
民法典还需要其他的措施去
配套完成，但器官捐献终究要
纳入法治化轨道。
据检察日报网

）
dahehanjingwei@163.com

红十字会参与必不可少

13683719036（邮箱：

外卖员陆某在送外卖途
中突然摔倒，造成重症颅脑损
伤。陆某的父母都已去世，他
既没有配偶，也没有孩子。在
宣布其脑死亡时，经医生劝
说，陆某的 20 多名亲属签字
同意器官捐献。这样的捐献
是否合法，引发外界争议。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
定，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
其人体器官的，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捐献、摘取该公民的
人体器官；公民生前未表示不
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
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
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
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
的意愿。
从 报 道 来 看 ，陆 某 死 亡
后，决定捐献其器官的人员均
非法律规定内的亲属。律师
认为，即使他生前填写过人体
器官捐献表格，这些亲属也没
有权利作此决定。

获得 20 万元的“国家补偿”。
这次捐献不仅没得到李某的
儿子石某的同意，更重要的
是，他发现捐献登记表没有加
盖印章，登记单位和编号也未
填写。感觉蹊跷的石某向有
关部门反映情况。经当地红
十字会证实，李某的器官捐献
并非通过正规渠道。
石某举报后，2018 年底，
李某的主治医生杨某因违规
转介潜在器官捐献人，被安徽
省卫健委作出行政处罚，吊销
医师执业证书。涉及此事的
还有两名医生，其中一名已被
暂停医师执业资格。今年 4
月，怀远县公安机关对此立案
调查，以涉嫌侮辱尸体罪逮捕
了包括上述 3 名医生在内的 7
名犯罪嫌疑人。
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
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鑫表
示，中国红十字会及其下属的
各级机构负责人体器官捐献
的宣传动员、
协调见证、
缅怀纪
念等工作，
同时，
器官捐献工作
必须在红十字会成员的见证下
完成。父母、
子女、
配偶如果共
同同意捐献，这只是完成了捐
献的第一步。如果没有红十字
会的参与和见证，
仅由医院、
医
生私下操作器官捐献，同样违
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大河法律服务团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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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冷冻胚胎权属归谁？
配图 李庆琦

近期，两起与器官捐献相关的事件持续发酵。
今年 8 月初，51 岁的外卖配送员陆某被医院宣布脑死亡，其 20 多位
亲友共同签署同意器官捐赠文件，捐献其心、肝、双肾，但其中并没有法律
规定可以作此决定的亲友——父母、子女和配偶。
近日还有报道称，在安徽怀远县，同样被宣布脑死亡的李某，在没有
当地红十字会的见证下，肝脏和双肾“被捐献”，其家属还得到了 20 万元
的“国家补助”。随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包括 3 名医生在内的 7 名涉案
人员被逮捕。
捐献器官是一项崇高的善举，是生命另一种方式的延续。然而，夹杂
着物质利益或其他目的的考量，使很多器官捐献并不顺利，特别是一些
“被捐献”事件曝光，更让大爱之心蒙尘。
器官捐献，如何依法依规进行？在伦理秩序与现实需求之间，社会制
度该如何设计？

据报道，
沈某与刘某都
是独生子女，两人于 2010
年 10 月登记结婚。2012 年
8 月，
因自然生育困难，
沈某
与刘某到南京市鼓楼医院，
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方式培
育了 13 枚受精胚胎，其中 4
枚符合移植标准。但就在
植入母体前一天，
夫妻二人
因交通事故死亡。
夫妻双方的父母就 4
枚冷冻胚胎的归属产生争
议 ，沈 某 父 母 起 诉 至 法
院。2013 年 11 月 25 日，江

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立案
后，依法追加南京市鼓楼
医院为第三人。
鼓楼医院提出，胚胎
不具有财产的属性，原、被
告都无法继承；沈某夫妇
生前已与医院签署手术同
意书，同意将过期胚胎丢
弃；所以请求法院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体外
受精胚胎具有发展为生命
的潜能，是含有未来生命
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

一般物一样任意转让或继
承，故其不能成为继承的
标的。沈某夫妇已死亡，
通过手术达到生育的目的
已无法实现，故手术过程
中留下的胚胎不能被继
承。一审法院驳回了原告
沈某父母的诉请。
原告向无锡中院提起
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虽
然沈某夫妇生前与医院签
订了相关知情同意书，约
定胚胎冷冻保存期为一
年，超过保存期同意将胚
胎丢弃，但是沈某夫妇因
意外死亡导致合同不能继
续履行，南京鼓楼医院不
能根据知情同意书中的相
关条款单方面处置涉案胚
胎。
2014 年 9 月 17 日 ，二
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
销一审判决，沈某夫妇存
放于南京鼓楼医院的 4 枚
冷冻胚胎由上诉人（沈某
父母）和被上诉人（刘某父
母）共同监管和处置。

司法裁判对生命给予了充分尊重
大河法律服务团解析：此案是在我国对人体冷冻胚胎法律属性无统
一立法、代孕需求旺盛但被禁止的背景下产生的。在我国以往的司法实
践中，虽然在保障生育权的领域发生过涉及人体冷冻胚胎处置的争议，
但是涉及人体冷冻胚胎权属争议的司法纠纷案件，
尚无先例。
二审法院在法律空白背景下作出情、理、法兼顾的判决，一方面对于
本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具有实质意义；另一方面对我国未来人工生
殖、冷冻胚胎立法提供了实务素材。
本案的终审判决秉承了人文精神，充分展示了司法裁判对公民权利
的尊重，
尤其是对生命给予了充分尊重。

说的是：
“替人复仇、教训小三”
却原来：
找人
“演戏”
为骗钱
通过在聊天群发布替
人报仇的“广告”，之后与
被报复人联手“演戏”，骗
取雇主钱财，致多名女子
上当。法律对此应如何定
性？
据《现代快报》消息，
2017 年 4 月，网名为“专业
杀手”的白某通过聊天群
发布了“替人复仇、教训小
三”等“广告”。张女士看
到后，联系上白某，要求其

对丈夫的出轨对象打击报
复。白某随后联系上网名
为“蝮蛇”的男子，采取让
目标人物配合拍视频、假
装被教训，并予以好处费
的 方 式 ，骗 取 了 张 女 士
9000 元。
初尝甜头后的白某逐
渐组建起了多个交流群，
群成员扩大至上千人。
2017 年 4 月~8 月，
多名被害
人陆续通过网络与白某联

系，提出“打断丈夫腿”
“弄
瞎前夫儿子眼睛”
“ 烧毁同
村人摩托车”等要求，白某
承诺帮各被害人教训、
报复
他人。白某故伎重演，
假装
实施上述行为，
实际上作假
蒙骗各被害人以骗取钱
款。白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多次骗取他人人民币共
计 7 万余元，法院依法判处
白某有期徒刑 3 年零 5 个
月，
处罚金 5000 元。

抓受害人弱点诈骗仍以诈骗罪量刑
大河法律服务团解析：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让被
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致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让被害人受到财产上
的损失仍构成诈骗罪。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 专业杀人”
“ 私家侦探”这种骗局直接利用网络传
播，犯罪成本更低。而受害者找骗子做的事情大多涉及隐私甚至违法行为，
骗子便抓住受害者的这一弱点，层层诱导受害者付款。因此，市民不要有利
用他人为自己
“复仇”
之意，
同时也要增强防范意识。
值班主任 路六居 统筹 韩景玮 责编 刘静 美编 李庆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