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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市上买回的肾最终没能救活沈
之。去年底，沈之去世。

2017年 6月 8日晚，身患尿毒症 5年的
沈之，和肾源提供者王俊，在停业一年的
湖南湘潭市华侨中医院三楼碰面。这是他
们第一次见面。他们通过职业中介介绍约
定，来这里进行肾移植手术。

40 岁的江苏淮安人沈之和 20 岁的广
西桂林人王俊，都希望通过这场手术之外
的交易，开始新的生活——沈之期待摆脱
透析生活，王俊希望还上网贷。

湘潭市卫计委向媒体提供的资料显
示，手术后三天，沈之被告知肾移植手术
失败。索赔没有进展后，沈之向湘潭市长
热线举报，称经熟人介绍到湘潭某民营医
院治疗（实际是非法进行人体器官移植），
该院以治病为由骗取其 50 余万元。该案
最初由湘潭市卫计委调查。

当年 8 月 24 日，湘潭市公安局对此事
立案侦查。侦查中发现该案“黑中介”犯
罪团伙与北京、河南、湖北等地的组织出
卖人体器官的“黑中介”保持密切联系，形
成了涉及全国 10余个省份的犯罪网络，且

“黑中介”之间以虚假身份、单线联系，通
过互联网物色经济条件较差、年龄二十岁
左右的器官提供者，诱导提供者自愿低价
出卖人体器官，且在无任何医疗保障措施
的情况下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手术。

2018 年 5 月 10 日，湘潭市岳塘区人民
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对主要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湘潭市岳塘
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该犯罪团伙中介与中
介之间环环相扣、分工协作，非法肾脏交
易形成如流水线作业的产业链，上述犯罪
团伙在其他地方作案的可能性也极大，但
很难找到证据。如果这起手术没有失败，
这个团伙不会被暴露。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陈新国接
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器官短缺是全球性问
题。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
植的患者约有 30万人，但是每年器官移植
数量仅约 1万例。

寻找肾源
2012 年，34 岁的沈之检查患有尿毒

症，为维系生命，他每隔一天就得去医院
做透析。沈之向湘潭市卫计委供述称，原
本其乐融融的生活一下子被打乱，病痛折
磨使得他无法再做重活。虽然透析有医保
报销，但大部分药还需要自费，为治病，还
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

沈之生于1978年2月，家住淮安市经济
开发区。在江苏淮安一家医院治疗期间，他
认识了病友李建国，两人聊起过买肾移植。
但由于沈之只是当地一单位合同工，收入不
高，根本没有钱买肾做移植手术。

2017 年初，沈之所在的村子被划为拆
迁范围，他家分到三套房子，还拿到一笔
价格不菲的拆迁补偿款。这让他又燃起了
换肾的希望，“换了肾就可以摆脱透析生
活了。”沈之与妻子多次找到李建国，请他
帮忙联系中介。

李建国也是一名尿毒症患者，与中介
薛飞有过接触。十年前，薛飞得知李建国
身患尿毒症，曾找过李建国表示可以帮忙
换肾。“当时我已经做过手术，所以没有合
作，不过存下了电话。”李建国在检方的供
述中称。

2017年 5月，在沈之的请求下，李建国
联系薛飞。检方资料显示，薛飞在器官移
植中介中，只负责寻找买肾者，联络卖肾
者另有其人。薛飞找到同行冯涛。他们在
此前的一桩肾交易中认识。

冯涛本职是一名医疗器械销售员，他
通过一个专门的器官移植 QQ 群联络其他
中介，拿到卖肾人王俊的联系方式。

此时的王俊，正处于无法偿还网络贷
款、焦头烂额的时候。他由于收入低，通
过网络贷款公司借了两万多元钱。为了还
钱，他辗转借了好几家网贷公司的钱，拆
东墙补西墙，最终还是没还上。

王俊是广西桂林人，1997 年 11 月生，
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王俊向湘潭市卫
计委称，一开始，他与老乡合伙经营工地
食堂，赚了些钱，但老乡退出后，生意慢慢

变差，王俊也沉溺于网络游戏，几乎没有
收入。其实他家境并不算差，但他很少向
家人说自己的事，宁愿借钱也“不想家人
知道我没有钱”。

就在这时，一名网贷公司的人告诉王
俊有个赚钱的机会，给了他一个QQ。成为
QQ 好友之后，对方（也就是冯涛）告诉王
俊需要去武汉，并给他买了车票。到武汉
后，王俊被安排做了体检，得知需要卖肾
后，王俊有些犹豫，但他身上的钱却不足
够买一张火车票回家。权衡之下，他最终
同意把自己的肾 4万元卖掉。

湘潭警方发现，与王俊联系的网贷公
司人员，用的是没有绑定身份证信息的临
时 QQ 号，很难找到具体是谁。此前，有媒
体报道称，贷款公司向借款人支招，“没有
钱卖肾还钱。”

检方的资料显示，中介称呼王俊这样
的卖肾人为“小孩”，意思是 20岁左右年轻
的供体，肾源比较好。当时在武汉与王俊
同住的还有五名“小孩”。

等待几天后，中介薛飞与王俊联系，为
他买了去长沙的火车票，并安排在小旅馆
住下，等待手术。

停业的医院
卖肾人到位，6月初，薛飞开始着手联

系医院手术。检方资料显示，在长沙没有
医院愿意做，他想到了离长沙只有一小时
车程的湘潭，就开车去“碰下运气”。

薛飞“幸运”地找到位于湘潭市岳塘区
的华侨中医医院，这家医院位于芙蓉大道
旁，由于涉嫌非法集资已经停业一年，只
有几个值班人员留守。

华侨中医医院大楼有 5层，淡黄色的墙
砖显得有些破旧，医院的招牌矮矮地掩映
在树木中，如果不走到跟前，很难注意到。

“隐蔽性好。”薛飞向检方供述称，他
通过工作人员找到医院的临时负责人周庸

“院长”，他们协商借用华侨医院的手术室
做一台肾脏移植手术，场地使用费三万
元。薛飞当时自称姓刘，叫刘刚，是湘雅
附三医院的医生。

为促成手术，冯涛临时担起联络医生
的职责。检方资料显示，他把这项任务以

“医生 10万元包干”的价格转包给李华。
李华曾经做过医药代表，也接换肾中

介业务，在医疗微信群里认识冯涛。事实
上，李华的中介业务也在患者这块，平时
接触医生并不多，为做成这单生意，他在
求职网站上自己找医生。

经过查询，李华找到外科医生黄生和
麻醉师张义。黄生是哈尔滨一家骨伤科医
院医生，由于不满意收入，就在网上发布
求职信息。简历中，他自称是泌尿外科医
生，有 20年手术经验。

在张家口涿鹿县一个计生站上班的张
义，因上班待遇不是很好，加上家里负担
比较重，想周末能够做点兼职，同样发布
了简历。他的麻醉师证是 2013年考过的。

李华在网上搜到两人的信息后，分别
打电话表示有一个手术“私活”，麻醉师
6500元，包含自带的 500元三只肌松（麻醉

药）的费用，医生手术费 6万元。检方资料
显示，黄生有过犹豫，但李华告诉他，这台
手术非常简单、好做，即使出事也不会找
到他，最终打消顾虑。

同时，李华之前在网上联系过的医师
吴 宁 ，也 被 叫 来 做 手 术 助 手 ，费 用 两 万
元。就这样，三人于 2017年 6月 8日，赶到
湘潭准备手术。

失败的手术
这是一场从开始就可能失败的手术。
弃用将近一年的手术室极其简陋，布

满灰尘，无菌环境非常差。检方资料显
示，医生到医院后发现很多手术器材缺
失，薛飞在外面买了补齐。准备手术时，
医生又发现手术室内的电刀是妇科用的，
无法用来取肾，“院长”周庸临时从外面借
了电刀，晚上 11点多才拿回来。

沈之看到手术室比较脏，觉得不靠谱，
曾提出不想做，但钱已经提前交了，有点
不知道怎么拒绝。

手术正式开始前，医生黄生看了肾移
植手术双方的资料和一些检查结果，认为
匹配条件不好，再加上手术室条件恶劣，
觉得不符合手术条件，风险很大。他把这
一情况告诉李华，李华、薛飞等人商议后，
依然决定继续手术。

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向记
者透露，犯罪嫌疑人过于贪心，虽然手术
失败率比较高，但他们抱着侥幸心理，希
望手术能够成功。对于这一情节，在量刑
上可能会酌定加重处理。

手术助手吴宁回忆，肾移植手术完成
后，他发现肾脏颜色不好，告诉了黄生。
黄生将情况告诉李华，李华表示还是进行
缝合。

手术进行到次日凌晨七八点才结束，
沈之被推出病房时，李建国注意到尿袋里
没有尿，随口问了一句，有人谎称，“已经
换了一袋。”但实际并没有换。黄生知道，
手术已经失败了，因为条件好的话，这个
手术完成之后应该就要出尿了。

但王俊和沈之都不知道这些情况。手
术完成后，王俊拿到 4 万块钱和 3000 元红
包。沈之支付给李建国手术费用等共计
46 万元，李建国给了薛飞 40 万元，薛飞支
付给李华和医生 18万元。

“每个环节都有中介”

做完手术，王俊被安排在医院休息四
天，院长夫人煮好荷包蛋，每天送过来给
他吃。之后，王俊租住在医院附近的小旅
馆中，等伤口长好，坐火车回到广西。

手术当天，沈之被华侨中医医院的急
救车送到长沙泰和医院。薛飞打点了这家
医院的医生，帮忙收治在外院做移植手术
的沈之。

检方资料显示，在泰和医院，沈之被给
予抗感染、抗排异治疗，但一直是无尿状
态，超声检查报告提示右侧髂窝移植肾血
液显像欠佳，经过几次血液透析后仍然是
无尿。主治医生告诉沈之，要么继续透
析，要么进行肾移植。

6月 14日，沈之移植的肾已经坏死，进
行了肾脏摘除手术。之后，沈之家人要求
薛飞等人退款，要回近 20万元。但剩余的
钱一直没要回来，找不到薛飞，沈之及家
人多次前往湘潭找周庸要钱。无果后，沈
之打市长热线举报，这起非法器官买卖交
易才进入人们的视野。

湘潭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最先
进行行政侦查，据媒体报道，最开始沈之并
没有透露是因为买肾，只说自己遭遇了医疗
诈骗。“可能把向相关部门反映作为要钱的
筹码，那边说退钱的时候，沈之就不积极反
映了，不给他又打电话，反反复复很多次。”

后来，卫计委才意识到这是一起非法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案件，由公安机关
介入调查。

湖南湘潭警方通报称，侦查中发现该案
“黑中介”犯罪团伙与北京、河南、湖北等地
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黑中介”保持密切
联系，形成了涉及全国10余个省份的犯罪网
络，且“黑中介”之间以虚假身份、单线联系，
通过互联网物色经济条件较差、年龄二十岁
左右的器官提供者，诱导提供者自愿低价出
卖人体器官，且在无任何医疗保障措施的情
况下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手术。

检方资料显示，上述手术后，李华有意
培养自己的医生资源。 2017 年 10 月 31
日，他约山东的一位护士和医生助手，到
郑州谈今后合作事宜，被公安机关抓获。

李华供述称，“换肾整个过程，包括找
患者、找供体、找医生、找医院、找医疗器
械等环节很多，每个环节都有中介，甚至
中介找中介，很多时候我连患者本人、医
生都从来没有见过，在哪里做的手术也不
知道，反正就是拿中介费，因为不和患者
直接接触，所以赚的钱就少。”

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该犯
罪团伙中介与中介之间环环相扣、分工协
作，非法肾脏交易形成如流水线作业的产
业链，上述犯罪团伙在其他地方作案的可
能性也极大，但很难找到证据。如果这起
手术没有失败，这个团伙也不会暴露。

卖肾者身体虚弱很后悔
湘潭卫计委工作人员称，如今，曾经胖

胖的王俊很虚弱，经常卧床休息，提水时
手都抖，为照顾他的情绪，办案人员没有
告诉他家人，只说他因打架需要做个笔
录。当时王俊虽然还清贷款，但手机欠费
交不起，口袋里只有五块钱，他很后悔，但
是已无法挽回。

介绍沈之换肾的李建国，由于身体原因
被取保候审，如今他依然需要在医院透析治
疗。李建国一直认为，自己是出于好意，帮
沈之询问，拿的6万元好处费，在沈之手术失
败后立即归还，没想到沈之将自己告发。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陈新国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尿毒症患者只能
依靠透析维持生命，每周至少三次透析，
少去一次就无法达到身体电解质平衡，毒
素积淀，严重时会直接威胁生命。直接进
行肾移植手术可以使患者生活质量提升。

“肾移植的配型比较严格，患者等待几个
月甚至几年的都有。”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
委员、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接受媒体
采访中提到，器官捐赠短缺并非器官移植
最大的难点。“难点首先是经济原因，很多
病人没有钱接受移植，其次是没有那么多
够资质的医院和医生可以做移植手术，服
务能力有限。”黄洁夫说，2007 年中国颁
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11年把器官买
卖和非自愿摘取器官纳入刑法调整范围。
在过去的 10 年中，中国共破获器官移植

“黑中介”32个，捣毁 14个非法器官移植窝
点，立案调查 18 所医疗机构，抓获犯罪嫌
疑人 174人。

陈新国认为，除国家严厉打击器官买
卖外，加大器官捐赠宣传也非常必要。黄
洁夫也曾说过，“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人
的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可以通过器官
捐献，使一个人的生命在另外几个生命中
得以延续。（文中人物除陈新国、黄洁夫
外，其余均为化名）

据《新京报》报道

男子卖肾还贷牵出地下器官买卖团伙
“黑中介”团伙涉及全国10余个省份，通过互联网诱导年轻人低价出卖器官

20172017年年66月月99日日，，手术失败后手术失败后，，沈之被这辆车送往长沙沈之被这辆车送往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