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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被感动包围
爱让人年轻

这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一，2020 年 6
月 29 日。像往常一样，林苗淼关了电
脑，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望向天
空，然后闭上眼睛。下班前的固定仪
式，她称之为“感悟生命”。

林苗淼是一名专职协调员，看起来
一点也不像个高中生的母亲。她笑着解
释，每一天都被感动包围，爱让人年轻。

2014 年，林苗淼从医疗机构调入青
海省红十字会，从事应急救护培训工
作。2019 年进入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
中心，同年 10月成为一名持证上岗的人
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从此，她 24小时不
关机，随时待命，随时向外地资深协调
员请教学习。

林苗淼成功协调的第一例人体器官
捐献案例，发生在 2019 年 11 月 5 日，是
我省首例人体器官捐献。

2019 年 11 月 3 日晚，青海大学附属
医院兼职协调员打来电话，一位人体器
官捐献志愿者突发脑干出血，抢救无
效。了解志愿者个人情况和家庭关系
后，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向省红十
字会党组汇报，立即启动捐献见证工作
流程。

2019 年 11 月 4 日，林苗淼与捐献者
家属协调沟通，她有些紧张，重庆红十
字会一名资深协调员全程指导工作。

捐献者的亲属很朴实，他们沉浸在
悲痛中。林苗淼安慰他们，讲解捐赠流
程。协调过程很顺利，家属尊重捐献者
的决定，让生命在他人身上延续。

2019 年 11 月 5 日，林苗淼与家属共
同为捐献者举办告别仪式，她见证了器
官获取、遗容遗体恢复过程，协助亲属
处理后事。作为一名全程见证器官捐献
的专职协调员，她心情沉重，但更多的
是感动。

“非常感谢捐献者和家属的无私大
爱，捐献的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一对角
膜，帮助五人重新拥抱健康。”这一次协
调经历，林苗淼深刻体会到协调员的重
要性，对这一职业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干起工作越来越自信。

每一次协调 心情复杂
一个生命因器官捐献启动了重生

键，意味着另一个生命按下了停止键。
一边是重生，一边是逝去，每一次协调，
林苗淼心情复杂。

器官捐献必须遵循“双盲”原则，捐
献方和受捐方彼此不认识，协调员是两
者之间的桥梁。捐献者有着不同的身
份，来自不同的家庭，每个人背后都有
一段长长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让林苗
淼感受到肩上责任的重大，她时时提醒
自己，要让每一位捐献者有尊严地与世
界告别，让每一位家属不后悔捐献决
定。

因为这份大爱，捐献者家属信任林
苗淼，她成了他们的倾诉对象，不是亲
人胜似亲人。家属有事会第一时间告诉
她，即使是一些琐碎的小事，她也认真
对待，为他们排忧解难，给予慰藉和鼓
励；即使凌晨三四点发来消息，只要看
到了，她立马回复。

有一次，林苗淼协助家属为捐献者
注销户口，她很难受，有一种内心被掏
空的感觉，反倒是家属的态度让她的心

又充实起来。她说，亲人离世，家属同
意捐献器官非常了不起，令人肃然起
敬。

林苗淼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去年
7 月，医院来电，一位 60 多岁的患者病
危，但意识清醒，表示要捐献器官，家属
支持。她赶到医院协调，家属含泪签下
捐赠文书。

第二天，林苗淼收到一个好消息，患
者病情好转。那一刻，她嘴角上扬，她
想一定是老人的爱心感动了上苍。那一
刻，她无比敬畏生命，也无比珍爱生命。

大半年来，林苗淼参与十几例人体
器官捐献协调，有两例获得成功，捐献
四个器官、一对角膜，挽救四人生命，两
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与朋友们聚餐、聊天，林苗淼会不由
自主地讲起那些令她动容的故事，不忘
普及人体器官捐献知识。在她的影响
下，身边好几个朋友成为了人体器官捐
献志愿者。朋友们让她感动，她何尝不
感动着朋友们。

每当工作压力大，丈夫总是这样给
林苗淼打气：“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你
在救人，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儿子夸
赞：“我有一个伟大的妈妈。”

器官捐献是生命与爱
最好的一种延续方式

不同于林苗淼，吴世乐是一名兼职
协调员。成为协调员之前，他有过抵触
情绪，他的转变源于 2014 年的一次值
班。一天晚上，有人神神秘秘走进他办
公室咨询，可否捐献器官获取收入，他
气愤回绝。

三个月后，中国红十字会发来人体
器官捐献协调员培训邀请函，吴世乐一
愣，兴趣来了，欣然接受邀请。同年 12
月，他赴昆明参加中国 OPO 联盟（器官
获取组织）会议，进一步了解人体器官
捐献。2015 年，他取得协调员证，成为
省人民医院首名兼职协调员。如今，他
和医院另外 6名兼职协调员组团开展工
作。

2018 年 9 月，海南藏族自治州一位
肝癌患者在省人民医院治疗，等待肝脏
移植。吴世乐将患者信息录入中国人体
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中心网站，与成都
一位脑死亡患者配型成功，获得肝脏捐
献，移植手术非常成功。

吴世乐激动坏了，从医 17 载，每天
与生死打交道，他对生命有了一种新的
认识。他坚信，器官捐献是目前生命与
爱最好的一种延续方式。

2019 年 12 月，省人民医院一位患者
生命走向尽头，重症监护团队尽力挽
救，告知家属受当前医学技术发展限
制，救治成功的可能性渺小。吴世乐和

同事们第一次与家属协调被拒绝。
抢救继续，哪怕生命延长一分钟，也

是医生的天职。第二次与家属协调，协
调员们尝试让家属了解人体器官捐献，
了解协调员的工作，家属未表现出明显
的抵触情绪。

当脑死亡鉴定团队鉴定患者出现脑
死亡的概率很大，协调员们第三次找到
家属，希望当生命的消逝不可逆转时，
能奉献一份爱心，让其他生命拥有重生
的机会，家属回家协商。

没多久，患者被鉴定为脑死亡。第
四次协调，家属当场同意捐献器官。这
位捐献者捐献肝、肾、肺等五个器官，延
续了五位患者的生命。

生命的延续
是生命最终的意义

这是迄今为止，吴世乐参与的 9 次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中唯一的成功案例。

一旦出现潜在捐献者，吴世乐和同
事们就会佩戴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
调员”工作牌，与专职协调员一起接触
家属。很多次协调，患者家属情绪激
烈，他们不明白患者明明在抢救，为何
要捐献器官，甚至会说一些难听的话。
他十分理解家属的心情，他说，观念的
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会迎来转变的。

相对于林苗淼情感细腻、柔软，吴世
乐是理性的。他说，捐献一个器官，有
30 位患者在等待，如果生命不能继续，
就让生命延续生命，让更多垂危的生命
重温活着的美好，让更多家庭重享天伦
之乐。

因为从事一项崇高的事业，每一名
协调员全力以赴。在林苗淼看来，一名
合格的协调员需具备热爱人体器官捐
献事业，有爱心，有奉献精神；品行端
正，沟通协调能力强；拥有相关医学背
景，熟悉相应的法律法规，掌握医学伦
理道德、心理学知识；工作态度严谨，有
较强的心理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等条
件。

我省的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始于 2013
年，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职业随之
诞生，现有协调员 26 人，包括红十字会
系统 8 名专职协调员，省人民医院 7 人、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6 人、省心脑血管病
专科医院 5人为兼职协调员。

在协调员们的努力下，我省有 3 位
患者逝世后成功捐献器官，捐献大器官
共计九个、角膜一对，帮助十名器官衰
竭患者重获新生、两名眼疾患者重见光
明，其中一个肺脏挽救了两个人的生
命。

生命终将走向死亡，生命的延续是
生命最终的意义。林苗淼、吴世乐和所
有协调员矢志不渝。

生命的生命的““摆渡人摆渡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彭娜彭娜

生命的尽头是什么？是无
尽的黑暗，还是光明重现？

她叫林苗淼，43 岁，是造
血干细胞青海分库（青海省人
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工作人
员。她说，生命可以没有尽
头。

他叫吴世乐，42 岁，是青
海省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
医师。他说，生命可以接力。

林苗淼和吴世乐有一个共
同的身份——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协调员。他们秉承人道
初心，在法律的赋权和监督
下，时刻准备着与时间赛跑，
努力让生命获得重生，用爱为
生命续航。他们是生命的“摆
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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