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二  军  医  大  学 

 医学伦理学  教 案 
 

  第 三 次课          授课时间： 2014-06-17          教案完成时间： 2014-06-10  

课程名称 医学伦理学 年   级 2011 级 专业层次 
临床医学

五年制 

教  员 杜  萍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授课方式 

（大、小班） 
大  班 

授课题目 

（章、节） 
生命伦理——器官移植伦理（ Ethic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 

基本教材和 

主要参考书 

基本教材： 

孙福川，王明旭．《医学伦理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主要参考书： 

1.郭照江，杨放．《现代医学伦理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 

2.彭斯．《医学伦理学经典案例》．聂精保，胡林英译.长沙：湖南科

学技术出版社，2010． 

教学目的： 

1.明确器官移植的概念，了解其分类和历史发展过程； 

2.熟悉并能分析器官移植供体和受体双方面临的伦理问题； 

3.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器官移植现实问题和案例作出伦理判断。 

本节重点：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分析（尸体器官采集问题、器官买卖问题） 

本节难点：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分析（胎儿器官使用问题、器官分配公正性问题） 

主要内容与时间安排： 

引言（3 分钟） 

一、器官移植的概念及分类（8 分钟） 

二、器官移植的历史发展（9 分钟） 

三、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20 分钟）本部分为 20 分钟现场授课内容 

备注： 

“器官移植伦理”课程讲授时间共为 2 个学时，80 分钟，本讲为第一节课。第二节课

讲授内容包括：“四、器官移植的伦理原则与立法（35 分钟）”以及“Summary（5 分钟）”。 

教研室审阅意见： 

• 教学目的明确，重点、难点突出，教学内容符合课程标准要求。课程设计合理，内
容完整，概念准确，层次分明；教案书写规范；素材准备充分；教学设计新颖；双语教
学运用得当；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 经集体备课，同意实施。

教学组长（主讲教员）签名：   杜  萍   

                                             教研室主任签名：   杨  放   

 

http://baike.baidu.com/view/1199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148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290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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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内 容 
辅助手段 

时间分配 

教学对象分析  

医学伦理学开设在临床医学五年制学员第三学年的第 6 学期，此前他

们已完成医学基础课程学习，掌握了一定的医学基本知识和理论，并开始

接触临床课程。在由基础课向临床课的过渡中，医学伦理学的介入显得尤

为重要。经课前调查，学生对临床见习过程中及未来工作中的某些伦理问

题已经有所思考，例如医患关系、安乐死、临终关怀、器官移植、人工辅

助生殖等，在此时给予他们伦理指导和解答可谓事半功倍。 

教学任务分析 

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的不仅包括为学生讲解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原

则，更应注重培养学生分析临床现实问题和面对伦理困境做出判断的能

力。因此，在课堂讲授中更多地运用了案例分析和角色假设的方法，鼓励

学生以第三方视角客观分析问题，然后再回到医生角色中做出最符合道德

判断的决策。据既往课程分析，教学过程必须注重联系实际、讲解鲜活、

积极引导，核心是将道德反思和人文情怀的培育．．．．．．．．．．．．贯穿授课始终。 

教学思路设计 

一、导入——以经典器官移植案例或最近发生的社会新闻事件做导

入，考虑学生的学识基础、年龄、兴趣，做到抓人眼球，引发兴趣。 

二、过程——以开篇案例为索引，在介绍器官移植的概念、分类、历

史发展等基本知识之后引出“认知冲突”，说明当前器官移植的乱象，引导

学生一起分析症结所在。在教学中注重英语的运用和前沿知识地补充。 

三、方法——精选与器官移植相关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使用或平

实、或幽默、或感人的语言讲解伦理知识，分析原因，并随时抛出相关问

题（引导提问）请学生参与作答，引导他们扮演当事人的角色来做出判

断，并陈述理由，鼓励学生充分参与互动，积极反馈。 

四、理念——“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通过问题解析培养学生正

确的道德观和自己面对伦理问题做出判断的能力，鼓励他们有不同答案，

并说明在很多情境下伦理学的答案并非唯一，要视实际情况而定，只要符

合道德判断之“善”的标准，能够用伦理学原则和理论“自圆其说”即是正确

的伦理抉择。 

五、兴趣——在讲授基本知识和分析案例之外，提供丰富的学习素材

（ 延伸关注）供学生自主钻研，例如书籍、电影、纪录片、新闻、网

站等等。鼓励学生参与医学伦理学相关社团、校医学英语人文论坛，以及

就器官移植伦理问题发表文章。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实现“课堂教学—课外实践—自主学习”三位一体

的医学伦理学融合教学模式。 

  

医学伦理学开设在重

视课前谈话和网络教

学的邮箱反馈信息，

及时收集整理学生意

见建议，为教学设计

作出调整。 

 

医学伦理学开设在培

养医学生的人文素养

关键在于教会他们站

在道德的角度客观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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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英文板书：Ethic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标题） 

 

引言 （3 分钟） 

用 “暴走妈妈——陈玉蓉”的故事引出本讲主题，使用颁奖辞视频片

段开篇，从课程一开始就渲染一种人文情怀。 

 延伸关注： 

“暴走妈妈”陈玉蓉，湖北武汉人，2009 年“感动中国”人物。陈玉蓉因

患脂肪肝而不能将自己的肝脏移植给患肝脏疾病的儿子叶海斌，于是她在

2009 年 2 月至 10 月每天坚持快步行走 10 公里减肥，7 个月后脂肪肝消失，

成功为儿子捐肝。 

 引导提问： 

在这个事件中，除去母爱因素，陈为其子捐肝合理合法吗？其子属于

哪种类型的器官移植？如果没有母亲捐赠，其子的肝脏来源有哪些？ 

承接：带着以上问题进入器官移植基本知识讲解，介绍本讲主要内容。 

 

一、器官移植的概念及分类 （9 分钟） 

英文板书：Ⅰ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主板书） 

（一）器官移植的概念  

将健康的器官．．．．．移植到患者体内；提供器官的人称为器官供体．． Donor

（副板书）；接受器官的患者称为器官受体．．Recipient（副板书）。 

 引导提问： 

在陈玉蓉案例中，母亲为什么需要“暴走”？谁是 Donor？谁是

Recipient? 

简要介绍广义器官移植与狭义器官移植的区别，强调移植物的英文表

达“Graft ”。 

（二）器官移植的分类 

用结构图说明器官移植的类别，强调临床的最常见类型——异质移植

（Allotransplatation） 

 引导提问： 

在陈玉蓉案例中，其子接受的器官移植属于哪一类？ 

承接：大家最早听说的器官移植是什么时候呢？在神话和历史故事中

包含了哪些与器官移植相关的事件呢？ 

01  

 

3 分钟，幻灯 02-03 

02  

（视频 45 秒） 

 

 

04  

 

 

9 分钟，幻灯 05-10 

 

06  

07  

08  

09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9%99%88%E7%8E%89%E8%93%89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6%84%9F%E5%8A%A8%E4%B8%AD%E5%9B%BD
http://baike.soso.com/ShowTitle.e?sp=S%E8%84%82%E8%82%AA%E8%8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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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器官移植的历史发展（8 分钟） 

英文板书：Ⅱ Historical  Development（主板书） 

讲述中西方历史上与器官移植相关的故事，说明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

西方对于器官移植都早有构想，注意叙述的生动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将“扁鹊换心”的故事作为重点，说明故事中的心脏互换用于平衡性情。 

20 世纪的诺贝尔医学奖有三分之一左右与器官移植技术相关，凸显

器官移植的时代需求。  

介绍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历程，肝脏移植从 1977 年开始，与陈玉蓉

案例关联并举例，比如演员傅彪进行过肝脏移植。 

承接：当器官移植的三个关键技术环节都能安全实现后，这一领域得

以飞速发展。但是今天，器官移植带给我们的困惑和思考却不仅仅在技术

层面，正如英国学者 David Lamb 指出的那样：器官移植的历史．．．．．．．，．一方面．．．
是．科．学技术的成就史．．．．．．．，．另一方面．．．．，．也是一部道德焦虑和．．．．．．．．．冷峻的道德思考史．．．．．．．．。

那么，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在道德层面思考呢？  

Sci & Tec（副板书）  Morals（副板书） 

三、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18 分钟）现场授课开始 

英文板书：Ⅲ  Ethical  problems（主板书） 

 引导提问：（2 分钟） 

你认为器官移植是否道德？（简要回顾之前课程中关于道德的界定）

你是否赞成器官移植？请赞成派和反对派分别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如

果赞成，你是否愿意作为 Donor？如果不赞成，假设你自己需要器官移植

如何处理？ 在器官移植中你认为有哪些是伦理问题？ 

互动环节中先请学生表达对器官移植的整体观点，然后提出与器官移

植相关的伦理问题，最后由老师根据 Donor 和 Recipient 将问题进行归类。 

综上，从“人类的统一和博爱”的观点出发，我们应该肯定器官移植在

伦理上是允许的，因为它有利于人类健康，符合人的“整体性”原则。 

（一）与供体相关的伦理问题（9 分钟） 

1、供体器官来源的问题有哪些？ 

（1）活体捐献的潜在风险有哪些？旧金山大学医学中心移植专家

John Roberts：One of the things I tell all my patients is that if we had enough 

cadaver organs to go around, we wouldn't do 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s 

because we don't want to put a donor at risk．．．．．．．．．．．．．．．. 

（2）尸体捐献是否与儒家传统文化冲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如何理解？ 

讲述 2013 年感动中国人物“最美女孩—何玥”身后器官捐献的故事 

8 分钟，幻灯 11-17 

 

12  

15  

17  

 

本部分为 20 分钟 

现场授课内容 

18 分钟，幻灯 18-45 

18  

19  

 

 

20  

指出陈玉蓉案例风险 

22  

http://www.baidu.com/s?wd=%E8%BA%AB%E4%BD%93%E5%8F%91%E8%82%A4&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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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关注： 

何玥，女，12 岁，广西桂林人，小学生，患高度恶性小脑胶质瘤。2012 

9 月初，病情复发，肿瘤扩散，得知生命只剩三个月后，何玥决定将自己

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11 月 17 日，何玥脑死亡，父亲根据她的遗愿将

她的两个肾和一个肝捐给了三个人。 

以亲身经历向学生讲述国外器官捐献的

制度和状况，讲述自己在美国访学期间的见闻

和感受，展示美国驾照上的自愿捐献标志。 

 

（3）胎儿器官是否合法以及如何对胎儿和“人”进行区别界定？ 

（4）动物器官是否存在对人的感染风险？如何定位拥有动物器官的

人？使用异种器官进行移植是否符合伦理？“狼心狗肺”真的会实现吗？ 

 

2、器官能否作为商品买卖？Human Organ Trade（副板书） 

 引导提问： 

如果你的亲人需要器官移植，而你明确知道该供体器官是买卖得来

的，你会支持其移植吗？作为未来的医生，应该怎样做？ 

20 世纪 90 年代印度班加罗尔市人体肾脏诈骗案震惊了全世界，成千

上万的穷人在印度为了生计被迫出卖自己的肾脏、眼球等。 

中国媒体近年曝光的器官黑市交易猖獗。 

本讲核心．．．．——．．绝对禁止．．．．器官买卖！．．．．． 

 
从．伦理．．角度．．分析．．，器官移植是以牺牲一个个体的利益为代价，．．．．．．．．．．．．．．．．．．．．拯救另．．．

一个个体的生命．．．．．．．，．其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建立在．．．．器官．．供体方．．．无偿捐赠．．．．基础上．．．

的．利他性．．．。．而人体器官买卖，则从根本上冲击了器官移植的合理性与合法．．．．．．．．．．．．．．．．．．．．．．．．．．．
性，使得建立在．．．．．．．金钱交易．．．．之．上的器官移植衍生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简要分析器官市场成因以及器官紧缺的原因：世界平均器官移植供需

比为 1：20，而中国为 1：150（2014 年卫计委数据为 1:30），器官供体呈

现巨大缺口！这是催生器官买卖的根源。“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3、能否使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移植？ 

据卫生部 2009 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 65%的器官移植的器官

来源于死刑，而这种做法在国际移植界倍受批评和诟病。但要看到，前卫

生部副部长承认死刑犯器官是器官移植主要来源也是重大社会进步。 

为什么使用死刑犯器官被认为是有悖道德？因为尽管法律已经剥夺

了死刑犯的生命权，但却并未剥夺其身体权及自主权，死刑犯依法依旧可

以自行决定是否要捐献自己的遗体或器官。 

23  

（视频 40 秒） 

 

24  

25  

 

 

26  

27  

30  

 

31  

33  

http://www.lz13.cn/lizhiwenzhang/2009011143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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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关注： 

《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和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规定以下几种死刑

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①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②死刑罪

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③经家属同意利用的。 

承接：分析了供体相关的问题，那么受体一方又有哪些伦理问题呢？ 

（二）与受体相关的伦理问题（7 分钟） 

1、器官移植接受者的整体性或人格会否受到影响？ 

前面我们讲述了“扁鹊换心”的故事，那么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器官，

他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吗？接受他人器官的人，是否也意味着同样接受供体

人格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器官与其人格的完整性是何关系？ 

2、器官的分配能否做到公平公正？ 

 延伸关注： 

前面提到的演员傅彪，2004 年 8 月 2 日确诊为肝癌晚期，同年 9 月 2

日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接受了肝移植手术，10 月 21 日康复出院，因癌细胞

再度扩散，2005 年 6 月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进行了第二次换肝手术，但恢

复效果不甚理想，回京在武警总医院住院护理，直到死神来临。 

 引导提问： 

在中国器官供体如此紧缺的状况下，傅彪为什么能在 9 个月之内连续

两次换肝？名人及 VIP 在器官移植中有特权吗？在微观分配中，是需要放

在第一位，还是支付能力放在第一位?这一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什么问题？  

我国建立科学、高效、公正的器官分配制度势在必行。介绍中国器官

分配与共享系统以及国家卫计委《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 

3、器官移植的后续问题如何考量？ 

列举对比中美各类脏器移植及术后维持费用。 

 引导提问： 

移植手术及术后医疗维持费用非常高，一旦发生排异反应导致患者死

亡，如何评价其意义（例如傅彪）？将有限的医疗资源覆盖在小范围人群

的需求中是否能够体现医疗公平？ 

承接：面对如此多的器官移植伦理问题，我们如何根据生命伦理四原

则对其进行道德评判？应该运用哪些原则和法规来解决器官移植的伦理

困境？下节课我们继续探讨：四、器官移植的伦理原则与立法（40 分钟） 

 

Summary（2 分钟） 

推荐材料及参考文献 

电影《我姐姐的守护者》、《暴走妈妈》、《别让我走》 

http://optn.transplant.hrsa.gov/  http://nccst.ihe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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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根据板书内容进行英文小结（Summary）。 

 

In this course I mainly introduced three aspects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cluding 

its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ethical problems in organ 

transplantation. Through this lesson, 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transplantation 

is a benefit gambling between the donor and the recipient except the former is voluntary 

donation. And no matter how morals must be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rgan transplantation. We found many problems and issues in organ 

transplantation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organ resources and the unfair distribution, but 

ultimately you must remember that human organ trade is illegal in any case. And this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ethical principles we will talk about next lesson. 

思 

考 

题 

 

案例分析： 

1991 年 6 月，14 个月大的美国婴儿玛丽莎·阿亚拉（Marissa Eve Ayala）给其 18 岁的

患有白血病的姐姐阿尼莎（Anissa）移植了骨髓。阿亚拉夫妇宣布，他们再要这个孩子（玛

丽莎）的目的就是为给阿尼莎提供合适的骨髓，这在美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的争论。 

1、你认为这个事件引起关注和争论的原因是什么？ 

2、如果你是阿尼莎的父母，你是否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为了拯救姐姐而生妹妹）？ 

3、如果此时姐姐阿尼莎的肝脏出现了严重疾病，你认为让妹妹再次成为姐姐的“人

体器官库”而为其捐肝是否符合伦理？ 

实施

情况

分析 

（此栏为课后手写） 

按计划完成授课。以讲授为主，结合电子幻灯、视频、案例，强调了重点，突破了

难点，阐释了疑点。本课学生参与程度高，互动非常积极，对器官移植伦理问题显示出

极大的学习兴趣。学生反应案例鲜活、真实，便于帮助理解授课内容，希望加大案例教

学的比例。 

此外课后学生与我个别交流了器官分配过程中的某些细节问题，我在邮件中给予了

回复。 

                                                              2014. 06.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