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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患者的上腹 

以后 ．原以为 

了肝胆管上的癌细胞就 

可以还给他健康．唧知 

他的下腔静脉上已遭到 

癌细胞的侵犯。下腔静 

脉在肝脏之后 ．要切除 

癌变细胞很困难 ．怎么 

办 在这关键时刻 ．参加 

的卫生部副部 

出决定⋯⋯ 

● 雪 莲 

2005年 10月 18日上午 10时许，当灿 

烂的阳光穿过窗户照进新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病房之时，姚东强脸上 

也如和煦而美丽的阳光一样温暖灿烂。 

“你真幸运啊 ，卫生部副部长亲 自为你 

做全国首例肝移植手术，我们真是羡慕死了 
⋯ ⋯ ”病友们看到姚东强在阳光下睁开惺忪 

的睡眼时，再度情不 自禁地对他说。 

“是啊，我的第二次生命是黄副部长给 

我的啊⋯⋯”姚东强同样感慨不已。 

黄副部长是谁?全国首例自体肝移植是 

怎么回事?要回答这些问题 ，事情还得从头 

说起。 
-  ● 。  ^  J  ⋯ ‘ -  ‘  

肝病袭来已奄奄一息，卫生部 ． 

副部长仁心妙手亲自为他作手术 
●  

● _  t  - - ● ●  _ -  ●  _ - _ ● ●  

这位黄副部长名叫黄洁夫，他曾任中山 

医科大学校长，现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保 

健局局长。黄副部长是我国肝胆外科领域的 

权威专家，在学术上很有造诣。他荣任美国 

移植协会的永久会员，是我国在这个领域享 

有此项殊荣的唯一专家，同时他还兼任哈佛 

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斯坦福大学的客座教 

授、香港医学科学院名誉院士等职。 

2005年 9月 23日下午，随中央代表团 

从北京飞乌鲁木齐市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成立 50周年庆典活动的卫生部副部长黄 

洁夫刚刚入住新疆迎宾馆不久，他的手机就 

响了起来： 

“黄副部长 ，您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温浩啊，得知您已经 

到了乌鲁木齐市 我很高兴，想过来看看您， 

同时也请您指导一下我们的工作。” 

接了温浩的电话，黄洁夫很高兴 。早在 

90年代初，全国第二次肝移植年会在广州召 

开之时，同为肝移植专家的温浩就在年会上 

结识了他，温浩也听过他的学术讲座，之后 

他又多次与温浩一起参加全国的肝病研究 

年会。所以他既是温浩的老师也是温浩的朋 

友。2002年新疆成立器官移植研究所时，温 

浩还特地请过他前来新疆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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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自体肝稆植手市在新 
在这次新辎维 旮尔 自治区成 、 50 

用年的庆典活动中．新疆陕科大学附属 

第 ·人民医院是健康保障单位，所以他 
一 刊新疆，温浩就给他打来 _r电话。 

“黄部长，如果您能趁在新握参加庆 

典活动的间隙来我们医院对一些肝病患 

者施行手术 ．让我们医院肝胆外科医生 

能从你的手术演示中学习一些知识．那 

该多好啊!”温浩在电话中对黄沽夫说 

“如果方便的话，你先拿一些肝病患 

者的病历过来我看一一看吧一”黄沽夫剐 

部长回答 

于是当晚 8时许 ，温浩带着四个J{十 

病患者的病历及相关 CT片来到新据迎 

宾馆黄沽夫副部长的客房，这 4个! 有 

代表性的病例分别是：一个 静脉高 

患者；一个需活体肝移植的患者；一个 卜 

二指肠间指瘤肝转移患者；一个 胆管 

细胞癌的患者。 

黄沽夫副部 长很认真地看了病历 

后，欣然同意选择其中相对较难的活体 

盱移植和肌管细胞癌两个患 施仃演示 

F术 为从 24}]列 27 他要参加一 

系列庆 活动抽小开身．所以 F术时间 

安排在 2,8口以后 

接受肝移}f{手术的是身患亚急性肝 

坏死 、伴重度黄疸 ．年仪 29岁的麦盖提 

县维吾尔族农民艾⋯江 ．他移植的肝脏 

来 自他24岁的蛛妹、麦盖提县 l厂商局干 

部 y-H古丽 f健柬的她准备将 Ft己的存 

l半肝捐献给哥哥 另一个患者名叫姚东 

强，是新握额敏县东华印刷厂的 】：人，今 

年 46岁 

28[1上午．手术如期举行 因为黄沾 

天觉得肥管细胞癌的手术相比于活体肝 

移值来说要容易一些 ，冈而他决定首先 

为姚东强施f 忸管细胞癌的下术：在手 

术之前 ，他特地 Lj姚东强谈了心．也向姚 

东强了解一 j其病情有关的东西。通 

过 J 解，他得知 丁姚东强的发病经历 ： 

2005年 7月的一天，正在 r作的姚 

东强突然感到上腹部有些隐隐作痛，他 

得成功 
很奇怪，以为是不小心伤着哪儿_r，并没 

将它当成一同事。 是从此 ．这种痛就 
一 直伴随着他 r，而fjJ随着时间的推移． 

痛的程度还在一天天JJn深 

9厂】5[J．有此 持不ft的他来到新 

疆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检查，医生在榆奁 

过程中发现，他精神状态差．除了营养状 

态不好．身体i 瘦外．其他一切正常 

_1行医生蜕¨已没病 ，姚东强的心情 

好了许多 然而当他回家以后．他身一卜的 

病痛却并没有减轻，那种隐隐的痛依然 

折磨着他 

后来他听说新疆 科大学附属第一 

人民医院很有名． 而 9，J 22日，他在 

妻子黄微的陪旧下来到了新疆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就诊 医院在对他进 

行初步检查之时发现，他的各项化验指 

标均正常。 

“我真的有病啊．医生，求求你再给 

我榆杏⋯下行吗?那种痛真的折痦得我 

受不 _， !”听医牛说自己没病 ，他焦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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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医生说道_0 ⋯ ～一⋯ 一⋯⋯⋯⋯⋯肝移出体外在低温灌注条件下进行肝脏 一⋯广州’的_申Ⅱi天学附属医院发出了求援信⋯⋯ ⋯⋯ 
一 个人各项指标都正常，为什么却 癌灶切除术，再将余肝重新组合且移植 息，向他们寻找供肝。 

又说 自己上腹部在痛呢?医生也觉得很 回原位，则可能根治肝癌。 求援信息发出后，第三军医大学西 

奇怪。于是又对他进行 了B超和 cT等 听了黄副部长的话之后，专家们都 南医院、中山大学附属医院迅速作出了 
一 系列检查，检查结果显示，他的 “肝左 顿时眼前一亮 ，仿佛黑夜中看到了光明。 反应，两家医院相关领导在最短的时间 

叶近肝门部位，肝左叶肝内胆管扩张，疑 “但要做自体肝移植必须得具备两 内向该院的肝移植中心发出命令，要求 

为胆管细胞癌变”。为了解除他的痛苦， 个条件 ，一是供肝 ，一是静脉转流系 其以抗 “非典”的速度和责任感迅速供 

只有为他施行癌变部位摘除手术⋯⋯ 统。”黄副部长又补充说 ：在做自体肝移 肝。 

28日上午 10点 30分，黄洁夫副部 植之时，要求有供肝的原因是怕手术过 很快，西南医院有了回音——他们 

长和温浩院长亲 自主刀，他们在张金辉、 程中发现 自体肝上的癌细胞转移比较严 找到了与姚东强具有相同血型和基因位 

赵晋明等助手的帮助之下，正式开始了 重 ，而不能将其回植 ；如果不能再植回患 点的供肝；几乎与此同时，中山大学附属 

手术。 者腹腔的话，则可以用备用供肝来替换 第一医院也有了回音，院方表示将马上 

在手术过程中，黄洁夫发现姚东强 自体肝；要用静脉转流系统的原因是静 派何晓顺等三名专家带上静脉转流设备 

的癌变部分存在于左侧胆管处，约有 脉上有癌细胞，在做静脉血管手术之时， 前来乌鲁木齐，以帮助黄副部长顺利完 

2emx3em大，并转移到了胆总管汇合部。 如果没有进行静脉血转流的话，则可能 成全国首例 自体肝移植，以保证 自体肝 

当切除了这些部位的癌变细胞后，又发 导致患者大失血而死。 移植手术的成功施行。 

现门静脉的左支和肝动脉的左支上也有 自体肝移植是一项非常尖端的移植 有了供肝和静脉转流设备后 ，黄洁 

部分癌变细胞 ，于是又将这些癌变细胞 手术，目前世界上掌握此技术的只有德 夫 、温浩等肝病专家们悬着的一颗心终 

切除⋯⋯从已经作了的部分手术来看 ， 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少数几个国家，国 于落了地。 

手术进展得十分顺利。 内一直没有成功的先例。虽然黄教授曾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等待供肝到 

然而，当时间推移到 12点 30分，原 经在包括猪等多种动物身上尝试过300 来的时间里，麻醉科主任、院长助理郑宏 

以为手术可以结束了，却在此时，黄洁夫 多次这种手术，也取得了成功，可是却从 教授却又与麻醉科的同事们一起忙开 

副部长发现，姚东强的下腔静脉上也有 来没有对人体尝试过此手术。所以，他一 了，为了让黄副部长与温浩院长所主刀 

大约 2cmx3em的癌细胞。下腔静脉隐藏 直想突破此类移植手术的技术难关 ，却 的这个手术取得成功 ，他们召开了麻醉 

在肝后，不易开刀，因为静脉是心血管系 又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患者。现在 方案专题讨论会。 

统中引导、输送血液返回心脏的管道。平 好不容易接触到了，他很高兴。 这个全国首例自体肝移植手术的成 

时静脉中容纳全身 70％的血液，而下腔 于是他们迅速向姚东强的妻子和哥 败虽然关键在于主刀医生，可是麻醉也 

静脉是大静脉 ，手术中如果稍有不慎，则 哥通报了这个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如 是必不可少的、同样是能够决定手术成 

可能造成患者大出血而危及生命。 果他们同意医院给姚东强作 自体肝移植 败与否的重要环节之一。 

手术不能完全清除癌细胞，前面所 手术，那么一切就按计划办；要是他们不 身为医学博士、博士后的郑宏教授， 

做的一切努力 ，包括已经切除的癌细胞 同意作这个手术，则缝合其创口，令其保 虽然在 25年的临床实践中，长期从事与 

都将前功尽弃；如果继续手术，那结果将 持原来的病态。 麻醉学相关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 ，但 

会是在手术台上夺去姚东强的生命。怎 姚东强的妻子黄薇和姚东强的哥哥 在面对这个即将施行的全国首例自体肝 

么办? 在听了温浩教授和黄洁夫副部长关于姚 移植手术时，心里依然没有底——这个麻 

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手术医生们 东强的病情分析和处理方案后，一致同 醉不同于普通肝胆外科的麻醉，它面临着 

都将目光移向了黄洁夫副部长，希望他 意黄副部长为姚东强作 自体肝移植，并 以下三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其一 ，这个手 

能拿出个主意来。 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术要做静脉——静脉转流术，所用的时间 

一  ⋯ ～  一  一  

、  得到姚东强家人的支持之后，专家 比普通手术时间要长得多，所以用药必须 

三地专家总动员，副部长主 们连忙将姚东强那已经打开的手术创口 多于平常；其二，因为是全国首例，无法知 

了】完成全国首例自体肝移植 重新缝合在一起，只等供肝到来时再行 道其流动力学与生化代谢的特点，所以麻 
一 ～ ⋯  一  一  ⋯  

手术。 醉药用多用少很难确定；第三，因为患者 

“现在这种情况可以做自体肝移植 然而，新疆并不具备做自体肝移植 在手术过程中身体处于无肝状态，不能解 
⋯ ⋯ ”黄洁夫若有所思地说 ：“这种革新 手术的条件，因为自体肝移植手术必须 毒，所以务必平稳安全。 

的肝脏移植方法，能够达到完全根治肝 要有转流设备确保患者在肝脏被切除后 由于无肝期时间过长，如何维持患 

癌的目的，又因为患者重新植入的是自 继续存活；同时 ，还必须有与患者匹配的 者血液动力学的稳定、酸碱平衡 、电解质 

身的肝脏 ，所以不会有排斥反应。” 备用异体肝脏。而这两个必不可少的手 的稳定、凝血功能接近正常状态以及保 

之后他又解释了原因：该患者因肝 术成功要件，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证术野清晰，都对郑宏与其同事提出了 

癌组织侵犯了下腔静脉，不能用传统切 院都没有。 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除手术治疗。如果建立静脉至静脉的体 为了寻找供肝，黄副部长马上向位 两个小时的专题讨论会后决定 ：确 

外循环系统，并实行全肝血流阻断、活体 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和位于 定采用静脉吸入复合全身麻醉，同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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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静脉——静脉转流术，在全麻建立体 

外循环的状态下配合黄副部长和温浩院 

长对姚东强进行立体全肝切除，做病灶 

左半肝切除术后 自体右半肝叶移植术。 

因为承诺要参与亲属活体肝移植和 

胆管细胞癌两个患者的手术 ，在等待供 

肝到来的9月 29日上午 ，黄洁夫副部长 

又主持了对维吾尔族兄弟艾山江的亲属 

活体肝移植手术。 

在顺利完成了亲属活体肝移植的当 

晚，黄洁夫副部长又主持病例讨论会，并 

确定了由肝胆外科温浩教授具体主持实 

施全国首例自体肝移植手术方案。 

9月29日上午一大早，第三军医大 

学西南医院就将供肝送到了乌鲁木齐。 

紧接着，中山大学附属医院的何晓顺等 

三名医护人员也带着静脉转流设备火速 

赶来了新疆。 

于是 19时许 ，这个全国首例的自体 

肝移植手术如一场战争一般打响了，专 

家教授们各司其职：外科手术组由卫生 

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新疆医科大学一 

附院院长温浩教授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 

医院董家红教授 、张新峰主任医师等组 

成；麻醉组由郑宏教授、黄文起教授等组 

成，体外转流组由何晓顺、黄伟民和王江 

医师组成，以及 ICU合作组等数个小组 

联合实施。 

手术开始后，姚东强的上腹腔重新 

被打开，体外转流组在其上腔静脉和下 

腔静脉分别插上一根管子，并将这二根 

管子与体外转流机连接在一起，将他的 

血液循环系统进行改道，利用体外转流 

机完成其血液的循环。继而，黄洁夫副部 

长和温浩教授在助刀们的帮助之下，把 

姚东强的肝脏完整地切了下来，并迅速 

将之放在低温环境中以便将胆管上的癌 

变部位切除。 

之后，在离体灌注条件下将姚东强 

的左半肝及尾状叶等病灶切除，以及切 

除掉病灶累积的下腔静脉、门静脉 、胆总 

管、肝动脉 ，并进行修补，术中快速冰冻 

切片，其病理报告显示：“胆管细胞癌，肿 

瘤切除完整，无肿瘤残留”。随之又将右 

半肝叶及部份”段行自体移植。 

由于病灶累及门静脉较多，在对门 

静脉进行移植对接之时，就先后进行了 

三次才最终吻合成功：当将门静脉上面 

的癌细胞切除并修补后，很顺利地便将 

之与身体进行了吻合对接。谁知接好后 

才发现门静脉管道过于狭窄，不便血液 

的供给和输送，于是又将自体肝断开 ，彻 

底切除其狭窄部 ；继而再将之重建进行 

吻合对接；第二次吻合对接之后，却又通 

过 B超发现门静脉形成了血栓，如果不 

将血栓清除的话 ，自体肝也将会因为血 

量供应不足而坏死 ，于是又断开门静脉 

进行了血栓清除；之后又进行第三次门 

静脉端与端的吻合⋯⋯这次吻合之后才 

最终达到了满意的效果。 

除了门静脉的吻合之外，还有胆道 

重建；肝右前 、右后肝肠吻合；神经的吻 

合等等⋯⋯ 

次 日上午 10时，在经过 15个4,B．-J" 

的紧张工作后，手术成功地结束了。当黄 

洁夫副部长带着满脸笑容走出手术室 

时，他微笑着对跟他一起并肩战斗的温 

浩 、郑宏等专家自豪地说道：“自体肝移 

植的难度在全国是最大的，全国的肝脏外 

科多年来想实现这个突破，却没有任何单 

位和个人遂愿，这次却在新疆完成了!我 

很高兴!⋯ ‘这个手术的成功在国际上也 

得轰动啊!”他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自体肝移植将中国肝移植 

手术掀开崭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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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姚东强的自体肝移植成功结束 

了，但是手术后，他却自主呼吸不正常， 

只得依赖人工呼吸机进行呼吸。肝脏修 

复好了，不能自主呼吸也不行呀!他的呼 

吸能够恢复吗?手术小组的专家教授们 

心里如同被一块巨石压着，沉闷而压抑。 

因而手术完全结束后，姚东强被推进了 

重症监护室时，也将人工呼吸机搬在了 

他的病床前。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黄洁夫副部 

长和温浩 院长心中的担心也在逐渐增 

加。所幸 2个小时之后，他终于有了自主 

呼吸。 

之后，医生在对他术后的情况进行 

监护时发现，他的腹部敷料有少许渗血， 

双肺呼吸音清楚，未闻及呼吸杂音，心率 

整齐，用以引流因手术引起的残留淤血 

的引流管流出少量血性液体。其术后状 

态基本正常。 

手术后第一天，姚东强的尿量白天 

3000ml，凝血酶原时间由29秒降至20 

秒 ，AST由 1500I．I,'L到 3300I．I／L。虽然依 

然在借助呼吸机呼吸，但他的生命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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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平稳。 

10月 2日早上7时许，他的术后恢 

复进一步向平稳方向发展，神智也逐渐 

恢复清醒，而且他从前的烦躁症状也消 

失了，这时血液动力学也相对稳定，心率 

进一步正常。于是为他撤去了呼吸机，恢 

复了他的自主呼吸；因为已经脱离危险 

期，他也从重症监护室搬出，住进了普通 

病房。 

之后病人的恢复情况一天比一天平 

稳，能吃能喝，能下地走路⋯⋯ 

2005年 10月 3日上午 11时许 。正 

在主持会议的温浩教授的手机突然响起 

了一阵短促却悦耳的音乐铃声，他掏出 

手机一看 ，是黄副部长发来的一条短信， 

看过短信，他脸上顿时露出了欣喜之色， 

随之他将短信的内容向参加会议的同事 

们作了一个 “插播”：“昨天中央代表团 

在返京的专机上召开了赴疆总结会 ，代 

表团团长罗干表扬了我们共同实施的全 

国首例自体肝移植手术 ，称这是给新疆 

成立 50周年最好的献礼。黄洁夫。” 

读完此信后，全场发出了雷鸣般的 

掌声。 

之后，黄洁夫又在电话中几次关心 

地询问了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并委托 

温浩向正在值班的附属第一医院的医护 

人员们问好⋯⋯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院 

长温浩教授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不无感 

慨地说 ：“全国首例自体肝移植手术能在 

我们医院成功完成 ，我们感激黄洁夫副 

部长将我们医院作为成就此项尖端手术 

的战场。也感谢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董家鸿教授、王曙光教授和广州中山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何晓顺教授 、黄文 

起教授等肝移植和体外转流专家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是他们成就了我们医院在 

全国肝移植科技上的这个第一，也是他 

们让我们 医院向 自治区成立 50周年献 

上了一份大礼!” 

自体肝移植手术的成功 ，不仅仅只 

是将有病灶的肝脏取出体外切掉癌变组 

织后再将其移回患者体内那么简单 ，它 

的重要意义更在于它可以根治肝癌 ，可 

以解决异体肝移植供肝的匮乏，以及患 

者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导致不良反应的 

问题。当然，它还会免去患者巨额的经济 

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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