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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中国的器官移植机构是中共活摘器官国家犯罪的执行机构 

1999 年以来，以原中共党魁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犯罪集团，通过政法委和 “610” 系统操控整个国家机

器，包括党、政、军、武警、司法系统和医疗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用活摘器官做移植的方式，对法

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性大屠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江泽民下令中共主导的国家群体灭绝罪、

反人类罪！ 

由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中共主导的国家群体灭绝犯罪，是以政治运动的形式进行的，所以，中

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所有军队、武警和地方医院（医疗中心）的器官移植机构都涉嫌参与

了。甚至，还包括相当数量的不具备移植手术条件的中小型医院和专科医院等。类似当年中共实施 

“一胎化” 政策时所有医院都参与了强制堕胎，今天中国的所有移植机构都参与了活摘器官移植。 

 

鉴于，中共活摘器官国家犯罪的大背景，中国所有器官移植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等机构的责任人涉

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等群体器官的犯罪。 

关于调查取证方法 

 

主要调查方法 

1. 对涉案人员直接和间接全面地电话调查、实地调查。调查对像包括：官员、警察、医生等电话调

查。 

 

调查对像、地域和时间分布 

 

追查国际的调查对像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各种不同职务的人，证据分布时间持续近 20 年，结果高度

一致。这些都证明活摘器官是中共系统性的安排。 

1）调查对像分布：器官移植医院院长、主任、医生、护士、警察。 

2）地域分布：在全国各省、军、警、地方器官移植医院（中心）都有相当数量的录音证据 

3）时间分布：证据返映的活摘信息时间分布，始于 1999 年，持续至今。 

 

2. 对资料数据的调查 

1）从医院的网站和新闻稿中收集数据 

2）检索关于移植医学论文 

3）搜索 www.archive.org 以查看医院以前的档案 

4）收集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5）整理获得的所有信息以建立医院的数据库 

事实告诉我们，中共绝不是一个理性正常的组织、政党，而是由一群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犯罪分子操

控的超级国家犯罪集团。它的思维逻辑和行事原则是反人类的，其罪行是人类没有过的邪恶。 

 

本报告集包含近七十篇追查国际对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中国重点军队和地方医院及责任人的

调查报告。本卷包含其中四篇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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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院本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南路 8 号 邮编：100020   

西院地址：石景山区京原路 5 号 邮编：100043 

联系电话：010-85231000 

 

 

前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是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具有肝、肾、肺三个器官移植资质。1。器

官移植量大，其中肾移植数量连续 3年居全国第一位2。电话调查：可进行急诊移植，移植等待时间

短，肝移植主任和医生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供体，移植量大。结合中共活摘法轮学员器官的国家犯

罪的大背景，北京朝阳医院严重涉嫌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群体灭绝犯摘的重点单位。 

 

 

医院概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建于 1958 年，是首都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北京市呼吸疾病研

究所所在医院，是北京市市属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医院，北京市医疗保险

A 类定点医疗机构。 

医院现为一院两址。医院总占地面积 10.28 万平米，建筑面积 21万平米。职工 4300 余人。床位

1900 张，拥有 59 个临床和医技科室，年门急诊量约 380 万余人次，年收治住院病人 8.9万余人次

，手术约 3.4万余例次。3。近年来，泌尿外科快速发展，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间同步 1999 年开

展胰肾联合移植，自称至今完成肾移植 3000 余例，实际移植量更大
4
。医院泌尿中心：一病区、二

病区、西院病区、门诊中心，开放床位共 112 张5。，年门诊量 10 万余人次，年收治住院病人 2500

余例，年手术量 2000 余例。 
 

一、肝胆外科是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肝脏移植部所在医院。 

卫生部仅有的可同时进行肝脏、心脏、肾脏、肺脏、小肠、胰腺等大器官移植的移植中心，北京市

器官移植中心肝脏移植部设在北京朝阳医院肝胆外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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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市器官移植配型中心的组成医院之一，连续 3年肾移植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北京市器官移植配型中心是由北京友谊医院、解放军 301 医院、北京朝阳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北

京协和医院 4大系统的 5 家医院参加的，它们分别隶属于中央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院、解放军和

北京市 4大系统7。该院称 1998 年～2000 年，连续 3 年肾移植数量居全国第一位8。 

 

三、肝肾移植医生团队强大，提示真实移植量巨大。 

查国际 2014 年发布的名单列有该医院的移植医生9，从事肾移植的主任医师 6名，副主任医师 9名

，其他 17 名，共计 32名。从事肝移植的主任医师 3 名，副主任医师 7 名，主治医师 5名，其他 12

名，共计 27名。可组成多个肝肾移植团队。 

张小东，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科室副主任、主任医师。近些年来，他们完成肾移植 1000 例以上，

总计完成 3000 余例10。 

王玮，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2004 年 7月获得博士学位，截至 2014 年已独立完成约

500 例肾移植术，参与了近 1000 例肾移植手术及术后病人的管理11。 

管德林，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兼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 截至 2014 年，经管德林主

刀已成功地做了 1000 多例肾移植手术12。 

《北京现代商报》二零零五年九月七日介绍：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兼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

副主任管德林，已有 “二千七百多例肾移植、四十余例亲属肾移植、近二十例胰肾联合移植”的经

历13。管德林曾任北京红十字朝阳医院泌尿科主任14。 

 

 
图 1  《北京现代商报》网页快照 

 

至 1999 年 1月，他主刀了 1000 多例肾移植。对比之下，这位管德林既身负重要的领导职务、教学

任务、委员、编委，从 1999 年 1 月 26 日至 2005 年 9月 7日，6年 7个月的时间里做了 1700 多例

肾移植手术。管德林的肾移植手术量：(1700/6.58)258 例/ 年，而在 1998 年他的肾移植手术量为

100 多例15，是什么原因让这位管先生工作量大增的16？仅管德林一人一年就完成肾移植 258 例，全

院这么多移植医生，移植量多大？  

 

四、电话调查：医生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供体，移植等待时间短，可进行急诊移植，移植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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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生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供体 

 

调查对像：朗韧，北京朝阳医院肝移植主任 

调查时间：2018 年 11月 06 日（13911757869） 

(录音 1播放及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2） 

（追查国际调查取证中共活摘器官现场录像（二）
17
） 

调查内容提要： 

朗  韧：没有意外的话，估计二、三周吧，差不多。 

调查员：那个供体了，也就是那种法轮功的，那种正常的健康的供体，对吧? 

朗  韧﹕ 对对，没错没错，你说的对。 
个人简介：主任医师，《中华肝胆外科杂志》通讯编委，北京医学会肠内外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
18
  

 

调查对像：李医生，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值班医生 

调查时间：2018 年 12月 2日（+86-10-85231457） 
(录音 2 播放及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0） 

调查内容提要： 

调查员：对啊，还是法轮功那种正常的肾源，对不对？ 
李医生：对，对，对。 

 

调查员：那一般来说，你们取供体，不光是取个肾了，心、肝、肾都要取，这个过程要花   多少时

间？ 

李医生：大概三、四个小时吧。 

 

调查员：从消毒、铺巾，到最后结束要用三、四个小时取这个器官，对吧？ 

李医生：对，对，对。 

 

调查员：有时候你们是直接到肾源头去取器官，有时候是通过中介转一下，院外取了拿来用，现在

不用中介了，是吧？ 

李医生：现在也可能也有，但是一般都是。 

 

调查员：中介取的器官也还是法轮功的那种正常器官，器官源头是一样的，对吧？ 

李医生：对。 

 
调查员：我的问题是，中介取的和你们取的都是一回事嘛，对吧？ 

李医生：对，对，对。 

 

 
2、该院可进行急诊移植 

通常急诊肝移植，是对存活时间不超过 72 小时急性重型肝病患者所做的紧急换肝手术。因为紧急配

型困难，供体等待时间很长，所以急诊肝移植在国外不常见。而在中国，近年来急诊肝移植竟然被

普遍实施。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08500/108500_4-2018-11-0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08500/108500_4-2018-11-06.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18/12/108500_1543948797.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2/108500_1544202940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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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像：北京朝阳医院肝移植医办医生
19
 

调查时间：2019 年 3月 7日 （+86-10-85231504） 

调查内容提要：肝移植做得挺多的。等待时间，大概快的一二天，可能半个月也有，不会时间太

长。 

(录音 3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12） 

 

3、器官移植等待时间短 

 

调查对象：贺强，北京朝阳医院肝胆脾外科主任20 

调查时间：2016 年 3月 3日（+86-13701194928） 
调查内容提要：肝移植我们一直在做，等待时间 1～2周，今年己做十多例，价格 70 万。（录音 4

下载 MP3 ，文稿下载：附件 2） 

 

调查对象：北京朝阳医院肝移植医办医生
21
 

调查时间：2018 年 5月 3日（+86-1085231504） 

调查内容提要：一年肝移植一百多例吧；一般二周左右，但是也不排除等到四周的可能性。问：过

去犯人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还能用吗？答：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录音 5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3） 

 

调查对像：朗韧，北京朝阳医院肝移植主任 

调查时间：2016 年 3月 1日（+86-13911757869） 

调查内容提要：如果很重的话，我们有一个绿色通道……，最多、最多等 2 周，在我们医院，因为

我们供体来源很丰富。” 

（录音 6下载 MP3，文稿下载：附件 4）22 

 

4、移植量大 
 

调查对象：北京朝阳医院泌外肾移植医办医生23 

调查时间：2017 年 12月 27 日（+86-1085231383） 

调查内容提要：我们肾移植有三个组在做；今年肾移植做多少这种事，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反正不
少！一年比一年多。…… 

(录音 7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像：北京朝阳医院肝移植医生许医生24 

调查时间：2019 年 6月 20日  (+86-10-85231504) ： 

 

内容提要提要：问：你们一年下来的话要做二、三百台是吧？ 

答：对！就是做的很多，你放心。 

(录音 8下载：MP3，文稿下载：pdf8） 

 

 

调查对像：北京朝阳医院肝移植办公室值班医生25 

调查时间：2019 年 11月 19 日 （+86-1085231504）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12.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1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07/67047_2.6.2016_03_03-bei_jing_zhao_yang_yi_yuan_-gan_yi_zhi_he_qiang_8613701194928gan_yi_zhi_zhi_zai_zuo_deng_dai_1-2zhou_-_edited.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_Toc6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63.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63.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07/67047_2.1.20160301-bei_jing_zhao_yang_yi_yuan_gan_yi_zhi_-lang_ren_8613911757869gan_yi_zhi_zuo_shi_duo_nian_gong_ti_lai_yuan_hen_feng_fu_zui_duo_zui_duo_deng_liang_zhou_huan_you_zhong_bing_ren_de_lu_se_tong_dao__-_edited.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_Toc1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44.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44.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7.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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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内容提要：今年到现在做了一百五十例。肝移植一共分六个医疗组。咱们床位永远  

 都是满的，有病人出院后才能把你收进来。 

(录音 9下载：MP3，文稿下载：pdf9） 

 

调查对像：北京朝阳医院肝移植医生刘煜
26
 

调查时间：2020 年 7月 16日（+86- 13911062788 ） 

 

内容内容提要 

1.问：你是武警总院的刘大夫吗？ 

答：我已经离开武警总医院了。 

2.你尽快来一下医院，明天上午能过来吗？ 

3.你到北京朝阳医院找我，在朝阳区东大桥那块儿。打我电话就行。 

4.疫情期间我们没停，一直在做，我们昨天就这个，三天做了四台呢。 

5.问：顺利的话一个月之内能做上？ 

答：应该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 

6.费用 80 万左右。 

(录音 10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0） 

 

五、倒卖器官黑中介披露朝阳医院黑幕27 

 

“肾源多，一周内安排手术，” 附有联系电话的换肾小广告，2017 年出现在上海、郑州、青岛、

广州、厦门等地的三甲医院附近。2017 年 11月开始，追查国际持续三个月对其追踪调查。调查员

以患者家属、医生兼医院器官协调员身份，对广告上的联系人王某暗访多次。期间王某披露出大量

器官黑幕，下面是有关北京朝阳医院的部分内容。 

 

1.对肾移植器官黑中介王某的调查记录（一） 

调查时间：2018 年 1月 3日 10-40-58（+86 183102589794） 

 

内容提要： 
1，王某说他们在北京朝阳医院附近建的地下小医院，“这一年做的比三甲医院做的还要多出好几倍

呢！” 家属表示对小医院不放心，王说：“没问题，都是三甲医院的医生、主任过来做。”他的小

医院，“这一年做的，比三甲医院做的还要多出好几倍呢！”“比 

三甲医院，任何一个三甲医院做的都多。”“天天做，我这昨天才做，又做完一台。”说电话找不

到他，是因为很多时候都在忙手术。 

 

2，王某说，在地下手术室里做的都是活供体，其实，他们（三甲医院）做的很多 

活体“都是我们供过去的”。他说，他可以安排病人去朝阳医院做手术，但肾源是一样  

 

3，王保证，供肾的 “都是 25 岁以下的小伙子” ， “基本上都是 25 岁以下，二十七八岁的，

条件特别好的也可以。” 王某一再保证供体年轻健康。家属问：那怎么会 

找到那么多小伙子呢？王答：“这个我们有自己的管道。”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52.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5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98.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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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他除了做肾，其他能做吗？王答：肝移植也能做，“肝的话，大概要两 

周”，但只能在三甲医院做了，等两周就可以。 

（录音 11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 附件 11） 

 

 

2. 对肾移植器官黑中介王某的调查记录（二） 

调查时间：2018 年 1月 5日 10-25-17 (+86-18310258979) 

内容提要： 

 

1. 王某说他们和北京朝阳、武警（北京武警总医院）都在合作，没问题。“呃，就说朝阳和武警

吧，人家是有关系的，知道吗？他们不怕！”问有什么关系？是怎么打通的？王某说：“那就是人

家主任跟那个，他们的关系都是部队里边，或者是中央的关系，知道吗？就是明知道他是这样，做

这个事也没人、没人敢管！” 

 

2. 王某说移植现在还是在地下做的比较多。比如在北京朝阳医院，他们同伙有三、 

四个人在跟朝阳医院的移植科主任合作，“每个人给我们 5 例，一个月，就是 5 

个床位，那就是 5 例手术嘛。” 

 

3. 王某说， “你应该知道，咱们不是合法的” ，出了问题你要自己去摆平。 “做这个东西只要

是你，你不要搞出事情来就行了。你一有事情，比如说出了事故了，出了事故，你自己处理好，不

要、不要闹到外边去，不要闹到这个记者那儿，或者是闹到国外去，就 OK。你如果闹到国际上，这

就麻烦。” 

 

4. 做这种事情，他们都是晚上做，那都得是自己人。朝阳现在是肾在外边手术室切了之 

后拿过来，“只有肝移植是在医院里，肾移植供体都是在外边手术室切了，切了之后拿过 

来。”他说摘肾的手术很快，有 2 个小时就足够了。操作起来很简单。 

 

5. 调查员：当初是抓了一大批，因为那时候（法轮功学员）上访不报姓名嘛，这些人就这样做了

(活摘器官) ，但是后来呢，不断的抓一些人，这个政策他还在那延续着，他不能拿到桌面上来，对

不对，但是呢，事情还在做着，所以说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不对？王某：对，这个、这

个一直是这样。 

 

6. 王说和医院合作有一个潜规则，出了事 “我们一定要保医院的” 。为什么？他说，因为涉案各

方都罪过大，“我们罪过更大。我们还不如不说呢！就把医院保下来了，你知道吗，把医院保下来

呢，那你们在外围还能帮我们运作，以后就算你们不帮我们运作，我们出来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合

作。” 王某说，我觉得，国家也管，也不是说不管，但就是明面上管。王说，在 2012、2013 左

右，有一个小国，控告过中国，“闹过一次这个事，就是用这个！他当时没说法轮功，当时说是用

这个死刑犯的那个器官，就人权问题吧，但是我们国家呢，当时给化解了这个事，知道吗？ 

 

7. 调查员：过去做法轮功的，是以司法、死囚犯给他充了。现在做的是用这个捐 

献器官在充。王某：是，是，对。 

 

8. 我们都要地下操作。朝阳是这样做的，让病人来找我们要供体。关键是医院主任对病人讲，你这

个手术怎么怎么的，但是我们没有肾源呀。而我们这边会告诉患者，你就跟主任讲，我有肾源，有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19/09/111444_1569300127_1.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11444/111444_2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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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有关系，能弄得到。那主任说，哎，你能弄得来，我就给你做手术。这样的话，就算手术不

成功，或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就把患者拴到里边了。如 

果是你医院直接跟患者来的话，万一出什么问题，追查下去的话，他肯定要作证。你做好了可以，

你要做不好了，他肯定要找你麻烦。 

 

（录音 12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 附件 12） 

 

 

3. 对肾移植器官黑中介王某的调查记录（三） 

调查时间：2018 年 1月 9日 （+86-18310258979） 
内容提要： 

 

1. 谈到钱，王某说，我跟您交个底，正常的话，在其它医院做的话，会多少要给你们加一点利润，

就是给主要做这个事情的医生，或者是主任，加一点利润，大概基本上就是 5 万块钱左右，这个你

们自己看，你们要是收呢，那我们就给你加出来。在北京朝阳医院和天津一中心、武警总院也是这

样。 

 

2. 说具体操作：体检在武警北京总院，做手术去朝阳医院，它是分开的。先从检查这一块说。我们

“基本上都在武警查”，实名制的去查。朝阳医院就看你（病人）的这个检查结果，之后，病人再

来朝阳再查一次，但是供体他是不查的。供体他只是看一看结果，觉得没问题就可以了。 

 

3. 王说，做手续这是很关键的。朝阳医院每年有一个指标，是卫生部给的或者是他医院里给的。所

谓的指标，就是他医院里边按正常合法的手续做的。比如说他做的王某某，这是按正常手续做的，

供体是脑死亡啊，捐献啊。做完这个病人之后，他就再做（我们这个单子），我们再做的时候，就

是冒名顶替，就用王某某的这个指标，来做其他人。“合法手续做的之后呢，那他再做别人，做我

们这个单子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正常手续做的人的名，知道吧，来做这个手术。” 
 

4. 一个移植指标能做到十几个，做到十几台手术。一个病人指标， “他能做到十几个，做到十几

台手术。” 

 

5. 朝阳医院的假手续， “他们都是自己做，主任自己去弄，什么刻……自己刻章啊什么之类的，

知道吧。” 

 

6. 王说，现在朝阳是两个主任做，张小东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主任，听调查员医生提到王玮等人的

名字，他说，他们都在做。他们是两拨，胡晓鹏他们都是跟着张小东做。 

 

7. 在朝阳，我们外边的一个月能做个二十多例。王说给朝阳医院提供器官的不只他这一个渠道， 

“光我知道的就四个、四个人。” 调查员问：那不就 80 多例了。就一个月上百了。王说，他没上

报那么多，“像我跟你说的报不上去，你知道吧，人太多了！有点、有点、有点不合常理了！” 

（录音 13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 附件 13） 

 

六、责任人名单 

 

BJCY001 管德林, 男，1941 年 6月 16 日生，祖籍安徽，中共党员
28
。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19/02/111444_22718310258979.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11444/111444_237.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19/09/111444_1569300127_2.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11444/111444_2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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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首都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北京朝阳医院泌尿科主任。国际器官移植学会会

员、中国透析移植研究会委员、中国人工器官学术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委员、中国医学信息学会北京分会理事、中华器官移植杂志编委、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编

委、透析与人工器官杂志编委 

1965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分配在北京友谊医院泌尿科工作。 担任首都医科

大学教学工作 33年，现任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生导师，1997 年受聘第四军医大学博士生导师。  

1984 年赴美国哈佛医学院附属医院学习血液透析和肾移植，回国后与于惠元教授一起创建国内现代

化大型血液透析中心。1994 年赴新加坡中央医院研修一年29。  

1980 年婴幼儿肾脏移植给成人的研究获得成功，扩大了供肾来源。1999 年 01 月 26 日，经他主刀已

成功地做了 1000 多例肾移植手术，1998 年，他就做了 100 多例。1998 年，朝阳医院泌尿外科进行
肾移植共 269例，其中由管德林主刀的就有 170 例30。二零零五年九月七日介绍：清华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副院长兼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管德林，已有 “二千七百多例肾移植、四十余例亲属肾移

植、近二十例胰肾联合移植” 的经历31。 

 

BJCY002 

胡小鹏，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1994 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获医学学士学位；200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获医学硕士学位；2009 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2009 年-2011 年在世界著名的美国 Johns Hopkins 大学医学院移植外科进行博士后研

究，主要从事骨髓干细胞与移植免疫耐受相关的基础研究工作。并曾在美国麻省总院

、美国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中心、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医学院以及东京女子医科大学等大学及医学中

心进行短期学术交流，并接受了器官移植方面的培训。  

从事与泌尿外科和肾移植有关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近 20年。有 600 例以上的人体肾移植手术和

术后管理的临床经验32。主要从事肾移植。 

 

BJCY003 

王玮，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作为首都医科大学 1996 届优秀毕业生分配到北京朝阳医院工作。1999 年攻读首都医

科大学泌尿外科专业统招硕士学位， 2001 年转为统招博士研究生。2004 年 7月获得

医学博士学位。   

已独立完成约 500例肾移植术，参与了近 1000 例肾移植手术及术后病人的管理
33
。

  

 

BJCY004 

韩修武，男，出生日期：1964 年，出生地：安徽利辛县
34
。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西区科主任，主任医师。  

1988 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在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工作十五年，

受到严格系统临床训练。 

2002 到北京市海淀医院，建立该院泌尿外科，担任科主任。 

2005 年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肾移植中心主任。

2008-2009 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进修微创泌尿技术。 

2010.3-2010.9 北京友谊医院进修微创泌尿技术。 

2012 年获首都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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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在美国明尼苏答和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中心进修器官移植。  

主持完成肾移植手术 600 余例，包括活体肾移植、儿童肾移植、多次复杂、高致敏患者肾移植
35
。

  

BJCY005 

王勇，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北京燕达医院副院长   

多次赴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香港、台湾等地进行学习交流。  

自 1998 年起介入肾移植工作36。有着 3000 多例肾移植经验37。 

 

 
 

 

BJCY006 

李晓北，男，出生日期：1972 年出生，中共党员
38
。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北京器官移植学会青年委员。  

1995 年首都医科大学本科毕业。硕士及博士阶段分别师从于著名泌尿外科与器官移植

专家管德林教授和张小东教授。 

2002 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进修肾移植与胰腺移植。2006 年至

2007 年获中华医学会武田奖学金资助赴日本最大的肾移植中心——东京女子医科大学肾脏研究所研

修。  

十余年肾移植临床工作39。 

  

 

BJCY007 

张小东，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科室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国肾移植科学登记系统管理委员会副

秘书长、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北京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常委。  

曾经就职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担任教授。2004 年底任首都医科大学泌尿外

科研究所副所长、北京朝阳医院泌尿肾病诊疗中心主任兼泌尿外科主任。  

作为泌尿外科及器官移植的学科带头人，他带领一支学术性很强的医疗团队。近些年来，他们完成

肾移植 1000 例以上，总计完成 3000 余例，其中包括 240 例亲属活体肾移植。特别是，近 2 年他们

针对我国等待移植患者中有相当比例的患者为致敏者（体内预存抗体>20%），开展了术前脱敏治疗

，并已完成了 50例的致敏患者肾移植整体治疗的临床研究
40
。 

 

BJCY008 

刘航，女。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1992 年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获学士学位，于山西医科大学附属二院从事

肾内科工作； 2000 年获协和医科大学儿科肾脏专业硕士学位。2000 年-2004 年于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肾内科工作。2004.12 军队转业至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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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CY009 

任亮，男，出生日期：1969 年 12 月。 

  

个人简介：副主任医师  

毕业于山西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在山西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从事泌尿系肿瘤的临床及

科研工作。1999 年至 2002 年，在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

外科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2002 年至 2005 年，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攻读博

士学位研究生。2005 年至 2007 年，在首都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泌尿外科进行博士后研究。2007 年 12 月博士后出站，分配在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从事泌尿系

疾病，包括肾脏移植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工作
42
。 

 

BJCY010 

尹航，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1996 年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临床外语医学系，获医学学士学位；后先后于北京大学

医学部及首都医科大学获临床医学硕士及医学博士学位。  

2011 年-2012 年在美国肾移植及胰肾联合移植例数最多的威斯康辛大学医学院器官移

植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并接受系统肾移植、胰腺移植外科训练及从事移植肾病理研

究43。  

独立完成肾移植手术近 300 例。  

 

BJCY011 蒋宇光，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肾移植44。 
 

BJCY012 吴克让，男，出生日期：1935 年 7月，上海人。中共党员45。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擅长肾移植46。 

 

BJCY013 高居忠，男，出生日期：1942 年 11月。 

  

个人简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红十字朝阳医院院长、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教授。中华医学会北京市器官移植学会委员  

1968 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后于北京友谊医院从事泌尿外科临床工作。  

1985-1987 年赴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泌尿外科研修。  

肾与胰岛联合移植
47
。  

BJCY014 

陈大志，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主任医师，肝胆胰脾外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器官移植专

业委员会委员。1982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系。  

曾于 1987 年赴日本医科大学留学，从事器官移植基础和临床研究，并于 93年 9月获

得日本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著名器官移植

学专家 Starzl 教授的邀请赴美国从事临床肝移植和小肠移植相关的博士后研究。1996 年转职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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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任研究员，1997 年归国
48
。 

 

BJCY015 

郎韧，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2010 年 3月至 2011 年 7月赴美国 Wake Forest 大学再生医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

究，美国 Wake Forest 大学再生医学研究所是这一领域世界四大研究所之一。  

自 1999 年即开始从事肝脏移植的临床工作和基础研究，在外科监护室专职从事肝脏

移植危重患者管理 2年，肝脏移植手术和外科危重症患者术后管理49。 

 
BJCY016 

贺强，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脾外科主任医师，肝胆外科副主任。北京市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

员会委员。  

1989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原华西医科大学）。  

先后赴日本京都大学（2003），香港大学玛丽医院（2006），德国埃森大学（2007）

研修活体肝移植。  

继 1999 年参与了同种异体肝移植术之后，相继开展了背驮式肝移植、改良背驮式肝移植、联合脏器

切除肝移植、减体积小儿肝移植、再次肝移植、肝肾联合移植等。擅长肝移植围手术期脏器功能维

护。至今完成肝移植 500 余例（包括院外开展）
50
。  

 

 

BJCY017 

吴天鸣，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医师    

从事肝脏移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多年，掌握各种终末期肝脏疾病的肝移植治疗方法51

。 

  

 

 

BJCY018 

樊华，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医师，欧洲器官移植协会会员。 

1997 年本科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2007 年获得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硕

士学位。2008-2011 年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及博士。  

擅长肝移植围手术期的脏器支持与维护治疗、肝移植患者中长期生存随访与管理，

肝移植治疗及综合治疗52。 

 

BJCY019 

金中奎，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医师  

1992 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原河南医科大学）获得学士学位；2000 年于郑州大学获得

硕士学位；2003 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2012 年 5月至 2013 年 5月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访问学者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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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CY020 

李先亮，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1994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1997 年于该校获得硕士学位。  

2000 年受胡应湘夫人奖学金资助于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做访问学者。2004 年师从中国

工程院院士范上达教授，获得香港大学博士学位。2005 年在法国进行博士后工作。

2006 年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上，李先亮被授予器官移植协会（

TTS） Research Fellowship，2008 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欧洲器官移植协会（ESOT）年会上被授予

the ESOT Senior Research Grant。  
从 2007 年起带领自己的团队，在移植免疫耐受方面进行研究。2010 年作为海外留学人才引进到北

京朝阳医院肝胆外科。主要工作方向为器官移植免疫调节管理、肝移植手术等
54
。 

 

BJCY021 

寇建涛，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脾外科主治医师  

毕业于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从事肝移植临床工作 10 余年
55
。  

 

BJCY022 朱继巧，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脾外科主治医师    

主要从事肝移植56。  

 

BJCY023 

赵昕，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主治医师，讲师    

主要从事肝脏移植57。 

 

 

 

 

BJCY024 韩东冬，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现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市器官移植分会青年委员。 

2000 年东南大学医学院肝胆外科硕士研究生毕业.2005 年获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学位.2009

年 3月至 7月在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医院学习工作。  

2013 年 5 月至 8月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最为著名的器官移植中心之一内布拉斯加医学中心 UNMC 参

观学习。  

全程参与 300余例肝脏移植临床工作
58
。 

 

BJCY025 张志华，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脾外科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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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9 月至 2000 年 6 月，在东南大学医学院中大医院肝胆外科担任住院医师工作；2000 年 8月

至 2002 年 9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通外科担任住院医师及住院总医师工作；2002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0月分别在朝阳医院普通外科及肝胆外科担任主治医师工作；2012 年 11月至今

在朝阳医院肝胆外科担任副主任医师工作。   

主要从事肝移植59。  

 

BJCY026 李平，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脾外科主治医师    

主要从事肝移植60。  

 
BJCY027 

侯生才，男。 

  

个人简介：胸外科主任医师，教授，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器官移植委员会委员。  

  

从事于肺移植临床及基础研究61。 

 

BJCY028 

苗劲柏，男。 

 

个人简介：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1995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后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获

得硕士、博士学位。  

曾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圣刘易斯医学中心研修 1 年，系统学习肺移植和胸部疾病的外

科治疗。 

主要从事肺移植62。 
  

BJCY029 

李辉，男。  

个人简介：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1989 年 7月赴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外科系学习，一年后被聘为客座研究员从

事食管疾病的研究，1992 年 6月完成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 7 月回

国, 1993 年特招入伍在海军总医院胸心外科工作。已从事胸外科工作二十余年。  

1989 年 7月赴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外科系学习
63
。 2005 年 8 月至 2010 年

12 月，参与实施终末期肺疾病肺移植手术 28例, 其中双肺移植 13 例, 单肺移植 15例64。  

 

BJCY030 

胡滨，男。 

个人简介：胸外科主任医师，科室副主任。 

1991 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目前山东大学医学部）医疗系，2000 年毕业于首都医

科大学获得胸心外科学硕士学位，2007 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获得胸心外科博士学

位。1991 年分配到北京朝阳医院胸外科工作至今。  

2004 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进修学习肺移植、肺减容。  

从事肺移植、肺减容等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多年。目前主要开展肺移植等工作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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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CY031 

王洋，男。  

个人简介：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曾在瑞典 Uppsala 大学 Xenerate 器官移植中心研修66。  

组织并参加了北京朝阳医院 11例肺移植手术。主要从事胸部肿瘤和肺移植、肺减容

临床手术和基础研究。  

主要从事肺移植。 

 

BJCY032 

李彤，男。 
个人简介：胸外科主任医师   

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博士学位。  

并于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完成博士后训练67。  

2005 年 8月至 2010 年 12月，参与实施终末期肺疾病肺移植手术 28例, 其中双肺移

植 13 例, 单肺移植 15 例68。  

 

BJCY033 

苏丕雄，男，出生日期：1966 年 11月69。 

个人简介：心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1984.9-1989.9 同济医科大学 医疗系、医学学士。后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博士学

位。1999.10-2000.5 印度斑加罗尔 Mainpal 医院心脏中心，进修心脏外科。 

2001 年 7 月开展心脏移植工作，并完成 2 例原位同种心脏移植手术70。 

 

BJCY034 

李学东，男。 

个人简介：眼科副主任医师    
主要从事各种角膜移植手术71。   

 

 

 

 

BJCY035 

张孝生，男。 

个人简介：眼科副主任医师  

从事眼科工作二十年，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曾在澳大利亚进修学习半年。  

主要从事角膜移植术等眼科手术72。 

  

 

BJCY036 

牛改玲，女。 

个人简介：眼科副主任医师  

2001 年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调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工作。曾师从著名眼科教授谢立

信院士学习角膜病、角膜移植，并师从著名眼科专家黎晓新教授、姜燕荣教授学习

眼底病的诊治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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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CY037 李鹏，男。  

个人简介：疝和腹壁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务办主任。  

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   

主要从事于肝脏移植74。 

 

追查国际对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河西区桐梓坡路 138 号 

 

 

前言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2003 年省级多个器官移植机构同时在湘雅三医院成立，2005 年卫生部移植医

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湘雅三医院正式组建。该院移植床位数大，移植团队强，拥有同时开展 6、7

台移植手术的能力。根据电话调查，该院供体丰富，两周能等到肝源、移植量大的反常情况。结合

电话调查中，中南大学湘雅三院副院长叶启发，不否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涉嫌为全国器官调配中

心之一。结合中共活摘法轮学员器官的国家犯罪的大背景，北京朝阳医院严重涉嫌为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群体灭绝犯摘的重点单位。 

 

一、 医院概况  

该院 1998 年通过卫生部“三甲医院”验收。1999 至 2005 年医院扩大规模快速发展。 

2007 年获卫生部肝、肾移植资质75。目前全院有开放床位 1800 张，46个医技临床科室，职工 2100

多人。多年来器官移植为该院特色品牌
76
。 

 

二、具备每年上千台器官移植的硬件和人员条件 

2001 年 8 月，该医院投资近亿元建成了近 8000 平方米的移植医学中心，包括透析中心、实验中心

、层流手术间及 ICU 超净化移植层流病房。同时湖南省移植医学中心落户该院77。床位编制 150 张78

。 

 

从床位看，如果按床位的周转率为 100%计算（全国三甲医院平均病床使用率高达 103%
79
），肝肾移

植的住院时间为 30 天计算，每年具备 1825（150×365×100%/30=1825）例肝肾移植以上的潜力。

（计算方法：床位数 X一年天数 X 床位周转率/肝肾移植的平均住院日=年完成肝肾移植量） 

 

据《中南大学新闻网》2009 年报道：“自湘雅三医新外科大楼建成投入使用后床位数一直在增加，

由启动前的 1000 张增加到 1467 张，19 病区和老干科启动后 ，实际开放床位数估计会开放至 1800
张。今年以来，住院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29%。全院床位使用率达到或者超过 100%，处于饱和

状态。医院领导更是采取缩短平均住院日的办法来提高病床周转率。80” 实际的移植量可能会更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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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网页快照 

 

移植中心有教授、副教授 20 余人，医、护、技工作人员近百人81。“2002 年 10月，移植专家叶启

发带 8名专家组成的移植团队加盟湘雅三医院。
82
” 湘雅三医院院长黄祖发接受中南大学报记者采

访时也强调了叶启发团队的作用：“2002 年，以器官移植专家叶启发教授为首的 8名高层次器官移

植人才加盟我院…”，“迄今，我们已先后开展了心、肝、肾、胰岛细胞、造血干细胞、小肠等移

植手术”, “我院曾经同时进行 2 台肝、5 台肾的移植手术，我们已经拥有同时开展 6、7 台移植手

术的能力83。 

 

三、移植中心在器官移植业的地位不断升级 

1.湘雅三医院于 2001 年 8月建成了湖南移植医学中心大楼
84
。正式挂牌之日，2003 年 9月 19 日新

华网报道《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在中南大学 “操刀” 肝移植》： “在近 3年内完成肝移植手术 300

例、肾移植手术 600 例。当天，移植中心共安排了 7 台肝肾移植手术。黄洁夫做的是一台肝移植手 

术85。  

图 2   中南大学新闻网网页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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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3 年省级多个器官移植机构同时在湘雅三医院成立 

2003 年 9 月 18 日，湖南省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省医学会移植医学专业委员会、中南

大学湘雅移植医学研究院同时在湘雅三医院成立。同时，医院与美国匹兹堡大学正式签定器官移植

合作协议86。 

3. 2005 年卫生部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湘雅三医院正式组建 

卫生部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下称“中心”）于 2005 年由卫生部组织国内相关专家论证，并

经卫生部批准，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正式组建。“中心经过三年建设，已开展了背驮式肝移植数

百例、肾移植逾千例。并开展了肝肾、肝胰、肝肠、胰肾及多器官联合移植、脾移植、胰腺移植、

心脏移植、劈离式肝移植和亲属肝移植以及甲状腺和甲状旁腺移植，肝、脾、胰细胞移植87。”中心

于 2008 年经卫生部再次组织相关专家鉴定通过验收，卫生部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式落户于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图 3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网页快照 

 

四、涉嫌为全国器官调配中心 

《湖南日报》集团旗下的《大众卫生报》88于 2003 年 9月 24日报道了黄洁夫在湘雅三医院发表讲话

，建设器官调配网络和全国器官调配中心： 

“在 9月 18日成立的湖南省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逐渐形成省、区域和全国的管理网络，发

挥信息共享，资源合理利用与配置的作用，并且，手术量的上升将提高整个移植医学界的技术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供体市场规范的器官移植手术极大地为病人节约了医疗费用，不用往返运输供体

将使手术成本下降一半，且移植质量也因为等待移植时间的缩短而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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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4 年 9 月大众卫生报网页快照 

 

黄洁夫说，“逐渐形成省、区域和全国的管理网络，发挥信息共享，资源合理利用与配置的作用

……”把卫生部的项目放到湘雅三院，建立全国器官调配中心是非常有可能。“不用往返运输供体

将使手术成本下降一半”，体现了统一调配，器官就近分配的运作模式。 

 

五、电话调查显示：不否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供体丰富肝源等待两周，移植量大 

1．不否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供体丰富肝源等待两周 

调查对像：叶启发，中南大学湘雅三院副院长 

调查时间：2018 年 11月 6日（+86-13875987051） 

(录音 1.播放及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3） 

调查提要： 

叶启发：配上型一个月左右能做了； 

调查员：供体，就是法轮功的那种正常的供体，对吧？ 

叶启发：你就，你就把病历先发给我，好不好。 

个人简介：卫生部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华外科学会移植分会常委、湖南省医学

会移植分会副主任、湖南省肝病学会副主任、湖南省器官移植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湖南省人体器官

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副主任。89 

 

调查对象：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_副院长_叶启发 

调查时间：2016 年 3月 4日（+86-13875987051） 

内容提要： 

1.一年做不了一二百例，它就算不上是一个大中心。 

2.我们做的也不多，现在一年也就两百例左右。 

(录音 2.下载 MP3，文稿下载 pdf 附件 7-2） 
 

调查对像：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刘医生 

调查时间：2016 年 4月 5日（+86-139751950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08500/108500_7-2018-11-0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08500/108500_7-2018-11-06.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19/08/122863_1567284594.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8/122863_156728459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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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一般两周就可以等到肝源。就以前用的都是那些东西，现在不让用了……这个电话里面

不能给你讲……你那个人就过来咨询一下好……这个电话里也说不清楚。 

我们主要是没有病人，肝源还是比较丰富。如果病情还可以维持的话，一般两周就可以等到肝源。

我们处理的肝脏，都是肝源往外边，通过国家的网，那个协调到其他那个移植中心去了。我们的肝

脏，处理的肝脏就要协调给他们啦。 

（录音 3.下载 MP3，文稿下载：附件 25）
90
 

  

2.移植量大 

调查对象：湘雅三院_肝移植病房刘医生91 

调查时间：2017-04-17（+86-73188618236） 
调查提要：我们去年肾移植就做了两百多啊，肝移植比肾移植稍微少一点点，也做了八九     十例

呀。 

(录音 4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62) 

 

调查对象：湖南湘雅三院移植科医生 
调查时间：2017-11-18（+86-73188618835） 

调查提要：我们医院肝移植一直在做，做得多！移植数量，你可能要问领导会好一些；我们有两个
主任都可以的92。 

(录音 5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象：中南大学湘雅三院肝移植易医生 

调查时间：2018 年 2月 8日（+86-73188618235） 

内容提要：肾移植去年做二、三百例，肝移植这个也挺多的。93 

(录音 6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像：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肝移植医生
94
 

调查时间：2019 年 3月 11 日 （+86-73188618235） 

内容提要： 

问：等待时间一般还可以吧，还比较快吧？因为你们这做的多嘛！ 

答：是的，是的。肝移植、肾移植都在做。 

问：那就肝移植也能做两三百，肾移植也做两三百是吗？ 

答：对对对。 

(录音 7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16） 
 

六、医学论文显示供体器官质量远远超过死刑犯，说明有其他健康的供体来源 

据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家庭保健报》统计，2003 年中国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还

是零，到 2006 年有 22位死者家属同意捐出亲人的器官，截至 2008 年 11 月 20日，捐献者终于达到

了 104 例95。2012 年 3月 7日《腾讯网》文章引述黄洁夫说，“器官紧缺是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

颈。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96”黄洁夫 2018 年 7月接受央视

采访说，死囚器官的质量是非常不好的，器官的来源要求也十分严格的，在刑场上拿不到这样的器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07/67047_5.3.20160405zhong_nan_da_xiang_ya_san_yuan_gan_liu_yi_sheng_8613975195016mu_qian_gong_ti_duo_gan_yuan_hen_feng_fu_yong_bu_wan_gei_bie_de_yi_yuan_yi_qian_na_chong_bu_neng_yong_liao_-_edited.mp3.part_.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_Toc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50.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52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39.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39.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51.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5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1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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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97
。医学论文显示供体器官质量远远超过死刑犯，说明有其他健康的供体来源，而法轮功学员极可

能是最主要的健康供体来源。 

医学论文报告的供体器官质量举例： 

中南大学

湘雅三医

院 

2002 年 3 月

～2005 年 12

月 

实施 107 例肝移植，和供肝切取，均采用原位低温灌注整体器官切除法取

肝，供体 107 例，身体健康
98
。 

2004 年 1 月

～2008 年 6

月 

实施 91例原位肝移植和供体切取，男 80 例，女 11 例，年龄 19～55岁，

平均 29 岁，术前肝肾功能及病毒学检查均正常。采用多器官联合快速切取
99。 

2004 年 1 月
至 2006 年 7
月 

实施 64例供肝切取，供体为无心跳尸体，年龄 19～55 岁（平均 32.5）。
术前检查肝肾功能正常，无脂肪肝，丙型肝炎抗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抗体无 1例阳性100。 

 

 

七、责任人名单： 

ZNDX-XY001 叶启发，男，出生日期：1954 年 12 月 5 日。出生地：湖北谷城。  

个人简介：职务职称：叶启发曾任湘雅三院副院长十多年。现任湖南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卫生部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外科、移植外科主任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目前兼任中国 OPO联盟执行主席、中国医师协会器官

移植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肝

移植学组秘书长、中国药理学会药物基因组学专业委员会常委等。
101
 

1989 年至 1994 年于德国海得堡大学、波恩大学、罗斯托克大学进修腹部外科及移植，1992 年获德

国海得堡大学移植学博士102。 

2019 年叶启发个人网页上报：累计完成肝移植 1000 余例、肾移植 2000 余例103。 

 

ZNDX-XY002 黄祖发，男。  

个人简介：移植专科教授，主任医师，中南大学湘雅移植医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湖南

省移植医学中心主任。  

1977 年 9 月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1979 年至 1994 年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工

作，后调至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工作。  

1989 年至 1994 年于德国海得堡大学、波恩大学、罗斯托克大学进修腹部外科及移植，1992 年获德

国海得堡大学移植学博士104。 2001 年领导创建了中南大学湘雅移植医学研究院105。 

成功主持参与 20例肝移植，100余例肾移植。主攻方向：移植医学的基础与临床106。 

擅长肝移植，肾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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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DX-XY003 明英姿，女。  

个人简介：移植专科教授，主任医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三十六病区副主任、湖南

省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湖南省器官移植质量控制中心委员兼秘书、湖南

省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专家  

1994 年毕业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英德双语临床医学医疗系，2004 博士毕业武汉同济

器官移植研究所，精通英语、德语，曾留学德国二年余，2001 年随导师叶启发教授作

为团队引进人才之一到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开展器官移植工作。  

曾留学德国二年余。  

长期从事器官移植的临床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参与及独立完成肾移植 500 余例(含亲属活体肾移

植)、肝移植近 200 例107。  

 

ZNDX-XY004 成柯，男。   

个人简介：移植专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工程中心肾移植学术带头人

。1989 年就读于湖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七年制专业,获硕士学位；1996 年 7 月于湘雅

三医院普外科从事临床工作，于 1999 年经资格认证为主治医师，在肝胆外科及腹腔

镜外科领域有较高造诣，于 2000 年作为主要技术骨干参与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组建工作。  

参与及独立完成肾移植 400 余例(含亲属活体肾移植 30余例)、肝移植近 100 例，有着丰富的器官移

植临床工作经验，是器官移植中心肾移植领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特别在亲属活体肾移植及器官移

植随诊领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每年完成器官移植随诊 1000 余例次
108
。擅长器官移植。 

 

ZNDX-XY005 赵于军，男。   

个人简介：移植专科副主任医师    

自 2001 年开始一直从事器官移植的临床和基础工作。临床医疗上，作为中南大学湘

雅移植医学研究院的中青年骨干，参与或独立完成肾移植 400 余例（含亲属肾移植

200 余例），参与肝移植 50余例，独立完成尸体多器官联合切取 50 余例，每年完成

器官移植随诊 1000 余例次
109
。  

肝移植、肾移植、心脏移植等。 

 

ZNDX-XY006 畲兴国，男。   

个人简介：移植专科主治医师    

专业特长：肝移植、肾移植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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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DX-XY007 牛英，男。   

个人简介：移植专科主治医师  

医学博士。   

熟练掌握肝、肾等大器官移植的手术步骤，能够处理肝、肾移植患者术前术后的各类

常见并发症，能够胜任移植患者术后的随访工作111。肝、肾等大器官移植。 

 

ZNDX-XY008 任祖海，男。   

个人简介：普外三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1987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曾先后就职于上海交大附属医院、武汉同济医院普

外科。1998 年公派至德国 Ulm 大学医院留学，在著名外科专家 REisele 教授指导下
专攻腹腔镜和胃肠外科。2003 年被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聘请为荣誉临床医师，在肝胆

胰外科世界著名大师香港肝移植之父 STFan 院士指导下从事肝胆胰外科和肝移植临

床工作112。 

   

ZNDX-XY009 伍锟，男。   

个人简介：肾脏病学教授、主任医师，血液凈化中心主任。  

德国医学博士及博士后，从事肾脏病、透析和肾移植临床、科研和教学机 28 年。  

赴德国 Essen 大学医院肾病中心学习肾脏病、肾透析及肾移植 4年113。  

擅长肾脏移植相关问题的处理。参与并主持取肾、修肾、肾脏移植 100 多次。114。  

 

ZNDX-XY010 刘炼，男。   

个人简介：移植专科主治医师    

擅长肾移植术后慢性移植肾肾病、肾移植
115
。  

 

ZNDX-XY011 叶少军，男。   

个人简介：移植专科主治医师，讲师。    

擅长肝、肾移植围手术期管理及术后随访康复116。 

  

ZNDX-XY012 刘斌，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治医师，讲师  

毕业于湘雅医学院，从事泌尿外科临床工作十余年。   

擅长肾移植手术117。  

 

ZNDX-XY013 刘建新，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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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心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1982 年在湖南省结核病医院从事普胸外科专业、1987 年在湖南省儿童医院从事小儿

心胸外科专业，曾在湘雅二医院心胸外科、上海肺科医院胸外科研修深造。  

曾在美国蒙大拿国际心脏研究所（International Heart Institute of Montana 

,Missoula Montana USA.） 研修深造。在心肺移植的临床研究方面有造诣118。  

 

ZNDX-XY014 王电军，男。   

个人简介：心胸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从事外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21年，曾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研修深

造半年。   

在心肺移植外科与综合治疗的临床研究方面有造诣。主攻方向：心肺移植研究119。  

 

ZNDX-XY015 赵永祥，男。   

个人简介：心胸外科、移植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后,硕导现任移植医学研究院心肺移植负责人、移

植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心胸外科学、移植医学专家。   

留学美国三年，获哈佛大学、匹兹堡大学博士后；德国洪堡-AvH 与 DAAD 奖学金获得者，留学德国

里根斯堡大学、英国剑桥大学一年。  

从事临床心胸外科学、移植医学专业 16 年余。主攻心肺移植120。  

 

ZNDX-XY016 欧阳文，男。   

个人简介：麻醉科主任医师，麻醉学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麻醉医

师协会全国委员。 

1990 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医疗系，1990 年 7月至 1996 年 1 月在湘雅医院麻醉科工

作并接受规范化住院医师培训。 

1995 年获麻醉学硕士学位，2006 年获麻醉学博士学位，1996 年 2月起至今在中南大

学湘雅三医院麻醉科工作，2007 年 9月晋升为麻醉科主任医师。 

2003 年 12 月起任麻醉科主任，全面负责麻醉科医、教、研及科室管理各项工作。  

2005 年 2 月至 4月赴美国纽约大学医学中心麻醉科访问学习。  

主攻方向为器官移植手术麻醉的基础及临床研究121。 

  

ZNDX-XY017 潘玉凌，男。出生日期：1963 年 1 月 16 日。  

个人简介：麻醉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1986 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从事临床麻醉工作 21 年。有丰富的临床和教学经验。

2003-2005 年任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移植医学研究院麻醉科副主任及移植医学研究院

ICU 副主任。2005-2007 年参加由卫生部统一部署，湖南省卫生厅具体组织的医疗卫

生专家援外医疗队，赴津巴布韦医疗卫生援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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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攻器官移植手术的麻醉，百余例的肝脏移植麻醉和几百余例的尸肾移植手术麻醉及百余例亲体肾

移植手术的麻醉
122
。  

器官移植麻醉。 

 

ZNDX-XY018 周治明，男。   

个人简介：麻醉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1992 年 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六年制），1992 年 9月至 1994 年 1月在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麻醉科工作并接受规范化住院医师培训。1994 年 2月起至今在中南

大学湘雅三医院麻醉科工作。   

参加了院大部分重特大手术的麻醉和治疗，如胸腺胰腺联合移植，肾脏移植，肝脏

移植，心脏移植等等手术的麻醉等等123。  

胸腺胰腺联合移植，肾脏移植，肝脏移植，心脏移植等等手术的麻醉等等。 

 

ZNDX-XY019 邓志宏，男。   

个人简介：眼科主任医师，教授    

擅长穿透/板层角膜移植术治疗各种严重角膜病变124。 

  

 

 

ZNDX-XY020 曹燕娜，女。 

个人简介：眼科主治医师    

曾在厦门大学眼科研究所及厦门眼科中心研习角膜移植，角膜组织生物工程及眼库

建立
125
。  

 

 

 

 

 

追查国际对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上海市枫林路 180 号/斜土路 1609 号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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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移植数量大、增长速度惊人，器官供体一直充足，等待时间短、疫情期移植

照常。移植医生直接承认器官来源是法轮功学员，肝脏病理科主任医生谭云山承认是江泽民下令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  

在追查国际的调查中，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移植中心的一名医生被问到：“您是否从练习法轮功的

人身上得到器官？” 答案是：“我们这里拥有的都是这种东西。” 126 

 

结合中共活摘法轮学员器官的国家犯罪的大背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严重涉嫌为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群体灭绝犯摘的重点单位。 
 

一、医院概括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是一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2007 年 5 月 23 日，该院是卫生部指定开展肝

移植、肾移植、心脏移植的医院
127
。也是上海市唯一同时获得心脏、肝脏和肾脏三项移植许可的医

院。2001 年 10 月 30 日，该院成立器官移植中心128。 

 

二、移植量大、增长速度惊人 

2007 年 9 月 22 日前的媒体和医院有关有报道： 

1. 2003 年 12月新浪网报道：每年器官移植总例数超过 100 例、并以每年 50％的速度递增的复旦大

学器官移植中心，在 2003 年 12月 8日，与世界最大的器官移植机构合作成立“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美国匹兹堡大学 Thomas E. Starzl 移植研究所合作中心”，声称“以期在器官移植领域再创佳

绩”
129
。 

 

 

 

 

图 1  2003 年 12 月新浪新闻网页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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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6 年 8月（2 月 10 日供稿），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外科主任秦新裕在《中

国医院》上称目前年心、肺、肝、肾等大器官移植手术约 400 台次
130
。 

 

 

 
 

图 2  2006 年 8月《中国医院》文章快照 

 

3. 互联网档案网站 www.archive.org 显示，该医院官方网站 2005 年即已经出现了“中山医院已累

计完成肾脏移植近千例，肝脏移植 200 多例，心脏移植 107 例，6 例心肺联合移植和 11例的肝肾联

合移植，器官移植数量每年都在快速增加”131。 

4. 2007 年 9月 22 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山医院报》70周年院庆特刊132上，说“目前医院

已累计完成肾脏移植 2000 多例，肝脏移植 570 多例(活体肝移植 11 例), 心脏移植 200 多例，9例

心肺联合移植和 13 例肝肾联合移植。医院器官移植的数量每年都在快速增加，这将使愈来愈多的终

末期肾脏、肝脏、心脏和肺脏疾病的患者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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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7 年 9月《中山医院报》文章快照 

 

应该说上述报道完全是相互印证，发展趋势吻合的。 

 

 

三、移植中心移植团队强大，实际移植量巨大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有很强的移植团队： 

追查国际 2014 年发布了该医院的移植医生名单133，其中： 

肾移植 27 个医生，6个高级职称（主任医师或教授），5 个副主任医师； 

肝移植 10 个高级职称（主任医师或教授），副主任医师 9个 

心外科，3 个高级职称；可做成多个移植团队。 

 

2. 肝移植团队医生个人的移植量折射出医院的实际移植量巨大 

樊嘉，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教授，主任医师134。2001 年 4月 16日，樊嘉完成了他主刀的

第一例肝移植手术
135
。截至 2006 年 12 月，主持并完成肝脏移植 500 余例

136
。截止 2012 年完成肝移

植手术 1100 多例137。樊嘉，作为现在的中山医院院长，“他每周工作 80 多个小时，每年完成肝移

植 100余例”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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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山医院报》文章快照 

 

以上只是一个医生完成的移植量，从上面团队分析看，该医院至少有 10 个主任医师，9个副主任医

师，而且樊嘉本人，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还有很多管理和行政事务等要处理，不可能是

最多的手术操作者。作为那么其他医生主刀多少？下面举几个医生的例子： 

周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教授。截至 2022 年 6 月，完成肝移植手术近

3000 例139。 

黄晓武，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主任医师，参加或主刀肝移植近千例，担任肝移植病区

大组长140。 

邱双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作为中山医院肝移植小组的

主要成员， 参与了中山医院开展的绝大多数肝脏移植术，其中主刀 500 例141。 

黄成，上海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2002 年至今已经参加和积累了 500 余例肝移

植经验142。 

史颖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主要参与肝脏移植 400 余例143。

等等。 

 

3.肾移植年移植量更大 

上述报道显示该院的肝移植量大，下述报道该院的肾移植年移植量更高。 

该医院官方网站 2005 年即已经出现了“中山医院已累计完成肾脏移植近千例，肝脏移植 200 多例，

器官移植数量每年都在快速增加”144。 

2007 年 9 月 22 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中山医院报》 70周年院庆特刊145上称：“目前医院

已累计完成肾脏移植 2000 多例，肝脏移植 570 多例。医院器官移植的数量每年都在快速增加”。 

公开报道的肾移植数量远高于肝移植数量。 

 

4、医院器官供体一直充足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TYVYj3KCctdxdDa.htm
http://qiuyi.baby.sina.com.cn/faculty/DE4rO-XCoLU0JbOpWkcw-2p57V.htm
http://qiuyi.baby.sina.com.cn/faculty/DE4rO-XCoLU0JbOpWkcw-2p57V.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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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官网称：“近年来由于供体的短缺，全国器官移植数量普遍下降，中山医院肾移植一支独秀
146
”。肾移植手术量逐年增加。 

 

五、电话调查 

提要：移植医生直接承认器官来源是法轮功学员、等待时间短、疫情期移植照常 

1. 移植医生直接承认器官来源是法轮功学员 

调查对象：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医生147 

调查时间：2006 年 3月 16 日（011862164041990） 

调查录音： 

 

调查员：你好！你是中山医院？ 

护  士：对！移植病房。 

调查员：是肝脏移植中心吗？ 

护  士：对，什么事？ 

调查员：我是要咨询一下 
护  士：等会儿。 

…… …… 

 

医  生：喂，喂！ 

调查员：你是医生吗？能不能做移植手术吗？ 

医  生：可以做的。 

调查员：要等多久呀？ 

医  生：来了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做了。 

 

调查员：有没有这种炼法轮功的这种提供的，这种提供的说是很好～ 

医  生：我们这儿的都是这种！ 

调查员：噢，身体好都是炼法轮功的，就是新鲜嘛。几个小时之内？ 

医  生：24 小时之内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般控制在 10 个小时之内。 

调查员：你给我提供一下我可以找哪里去联系？ 

医  生：这个是跟法院部门联系。 

调查员：你们找是在外地还是本地也有呢？ 

医  生：这都有的。 

调查员：本地也有外地也有啊？ 

医  生：嗯。 
（录音 1下载：MP3 文稿详见：附件 1） 

调查对像：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脏病理科主任医生谭云山
148
 

调查时间：2015 年 2月 8日（+86-13681972360） 

内容提要：现在做肝移植，所有的肝脏供体都是“源头”拿的。我们当然知道供体是谁的，至于法

轮功不法轮功，我们不管。如果它符合标准，不管你是谁。 

调查员：你知道吗？原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书忠已经供认了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做移植。那在那个政策下是不是都在做啊？谭云山：对，对。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iles/report/2013/09/35848_7-shanghai.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8#_Toc366574832


    

       

           

31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谭云山还对调查员说：我们所有的肝脏都是源头拿的！为什么源头拿的呢？自己去拿，那么他自己

可以把控所有供体的最原始资料，因为委托别人拿的话，他有时不能保证这个条件，那自己拿的他

可以控制这个条件，所以像我们医院绝大部分的肝脏都是自己去拿的。 

（录音 2下载：MP3 文稿详见：附件 27） 

 

2. 等待时间短 

调查对象：中山医院肝移植医生黄晓武149 

调查时间：2016 年 1月 28 日（+86-13701811021） 

内容提要：我们做的很多，如是 B 型血，等 1～2个月可做，今年己做了十几个了。 

（录音 3下载 MP3，文稿下载：附件 7） 

 

3. 疫情期移植照常 

 

调查对像：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外科病房护士150 

调查时间：2020 年 4月 2日（+86 21-64041990） 

内容提要： 

1.肝外科病房很多呀，很多病房都可以做肝移植。 

2.樊嘉是我们的院长。（也做肝移植） 

3.我们不受疫情影响，可以看移植门诊。 

4.你没有办法找到医生，医生都去手术了。 

(录音 4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25） 

 

六、官网不更新 并且篡改数据 

2005 年起该医院移植中心的官网不更新，并且篡改数据，而后直接删除了移植中心的网站 

1. 从 2005 年直到 2014 年 7 月 24 日的网站介绍再没有变化过
151
。都是这样描述的“中山医院已累

计完成肾脏移植近千例，肝脏移植 200 多例，器官移植数量每年都在快速增加”152。 

2. 2007 年 9月院庆特刊提到肾移植已经超过 2000 多例153，但是截至 2014 年 7月，该医院网站都是

称“目前中山医院肾移植手术总数已超过 1000 例
154
。”竟然越来越少。 

3. 2014 年 7月后，该医院直接删除了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网址为：

http://transplantation.com.cn/About.Asp，该网页现在显示：Not Found. 

 

七、医学论文记述的供体器官质量好远超死刑犯供体，来源可疑 

《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2011 年 05卷“298 例原位心脏移植受者远期疗效分析”论文中描述：

2000 年 5 月至 2011 年 4 月，该院心外科完成 298 例原位心脏移植，尸体供心 291 例，临床脑死亡 7

例，年龄 18～45岁，平均（26.8±4.5）岁，其中男性 283 例，女性 15 例。均无明确心血管疾病或

其他重大脏器疾病史，这 298 例中，自 2007 年后有 60例供心在心室颤动或心搏停止状态下获取，

其余在心脏仍搏动时获取155。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0795_4-1-2015nian_2yue_8ri_shang_hai_fu_dan_da_xue_fu_shu_zhong_shan_yi_yuan_gan_cang_bing_li_ke_zhu_ren_tan_yun_shan_yuan_tou_na_qi_guan_bu_guan_shi_bu_shi_fa_lun_gong_du_yong_-pub.-ms.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_Toc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07/67047_2.9.2016-01-28-14-33-05_fu_dan_zhong_shan_huang_xiao_wu_8613701811021gan_yi_zhi_zuo_bxing_xie_deng_1-2yue_-edited.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_Toc9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25.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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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 7 日《腾讯网》文章引述黄洁夫说，“器官紧缺是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公

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156” 黄洁夫 2018 年 7 月接受央视采访说，死囚器

官的质量是非常不好的，器官的来源要求也十分严格的，在刑场上拿不到这样的器官157。 

 

医学论文的叙述：“均无明确心血管疾病或其他重大脏器疾病史，”，“60 例供心在心室颤动或心

搏停止状态下获取，其余在心脏仍搏动时获取”，显示供体器官质量远远超过死刑犯，供体来源可

疑。而且文章中说 291例是尸体供心，大多数在心脏仍搏动时获取，这也不符合尸体供体的状态。 

 

 

八、主要责任人： 

FDDX-ZS001 樊嘉，男。1958 年 3 月。党员。出生地：江苏昆山
158
。 

 

个人简介：中山医院院长、上海市肝病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常务副所

长、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肿瘤学系副主任、上海市肝

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

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外科学会肝脏学组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医学会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等。  

1983 年樊嘉从南通医学院毕业；198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 年获得南京铁道医学院硕士学位；

1995 年获得上海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99 年-2000 年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移植中心从事肝移植及肝脏外科临床研究
159
。 

每周工作 80个小时，每年手术量 500 多台。20 多年来，他主刀各类疑难肝癌手术 7000 多台，肝移

植手术 1300 多台
160
。截至 2017 年，已实施肝脏移植 1340 余例

161
。  

 

FDDX-ZS002 周俭，男。出生日期：1967 年。 

个人简介：主任医师，教授。现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和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肝外

科副主任、肝移植小组副组长、上海市肝肿瘤临床医学中心秘书、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美国匹兹堡大学 Thomas E. Starzl 移植研究所合作中心秘书长。 

1991 年毕业于原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系医学专业。师从汤钊猷院士，

2001 年获博士学位。2006 年升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2001 年赴美国进修肝移植和肝外科的基础和临床研究。2003.05—2003.11 美国匹兹堡

ThomasE.Starzl 移植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从事肝外科基础和临床工作162。截至 2022 年 6月，完

成肝移植手术近 3000 例
163
。 

 

FDDX-ZS003 邱双健，男。出生日期：1968 年。 



    

       

           

33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个人简介：主任医师，教授，肝肿瘤外科副主任 

1999-2000 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从事肝移植基础与临床以及肝癌免疫、

基因治疗研究，2001 年 9月赴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肝移植中心访问交流。 

作为中山医院肝移植小组的主要成员，主刀 500 例
164
。 

 

FDDX-ZS004 王鲁，男。出生日期：1968 年 10月。 

个人简介：肝肿瘤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2002 年作为 “Clinical Associate Surgeon” 赴世界活体肝移植中心之一香港大

学医学中心玛丽医院肝胆胰外科工作，参加供肝切取、肝脏种植、再次肝移植等手

术参加 40余例肝移植手术165。 

 

FDDX-ZS005 黄成，男。 

个人简介：肝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2002 年硕士毕业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微创外科，2005 年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师从于樊嘉教授。 

2002 年至今已经参加和积累了 500 余例肝移植经验
166
。 

 

FDDX-ZS006 史颖弘，男。 

个人简介：肝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2005 年 5 月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从事肿瘤细胞死亡与肝癌转移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

究成果。2007 年在台湾高雄长庚医院肝移植中心进行活体肝移植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主要参与

肝脏移植 400余例，活体肝移植 30 余例167。 

 

FDDX-ZS007 王晓颖，男。 

个人简介：肝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肝移植168。 

 

FDDX-ZS008 黄晓武，男。出生日期：1971 年。 

个人简介：肝肿瘤外科主任医师 

1994 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后留校在附属中山医院肝外科工作至

今。1999 年师从汤钊猷院士在职攻读外科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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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肿瘤中心学习一年余。参加或主刀肝移植近千例，担任肝移植病区

大组长169。 

FDDX-ZS009 贺轶锋，男。 

个人简介：肝肿瘤外科主治医师 

擅长肝移植围手术期治疗170。 

 

FDDX-ZS010 孙健，男。 

个人简介：肝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肝移植171。 

 

FDDX-ZS011 徐泱，男。 

个人简介：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2001 年赴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肝移植中心从事肝移植及肝肿瘤临床与基础研究。 

主要从事肝脏外科以及肝移植工作。参加肝移植手术 300余例172。 

 

FDDX-ZS012 沈早卓，男。 

个人简介：肝肿瘤外科主治医师 

擅长肝移植173。 

 

FDDX-ZS013 施国明，男。 

个人简介：肝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肝移植
174
。 

 

FDDX-ZS014 王征，男。 

个人简介：肝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肝移植175。 

 

FDDX-ZS015 孙绮蛮，男。 

个人简介：肝肿瘤外科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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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肝移植
176
。 

 

FDDX-ZS016 肖永胜，男。 

个人简介：肝肿瘤外科 

擅长肝移植
177
。 

 

FDDX-ZS017 朱同玉，男。出生日期：1966 年。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副院长兼青浦分院院长，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擅长肾脏移植，目前担任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兼肾移植学组副组长，上海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

委员。 

1989 毕业青岛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1994 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获得外科学

博士学位。1999-2000 在香港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从事肾移植 20 多年来178。多年来主要从事泌尿外科和肾脏移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179。 

 

FDDX-ZS018 戎瑞明，男。出生日期: 1969 年。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1993 年 7 月毕业于原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2000 年毕业于原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获得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肾脏移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肾移植手术及术后排斥、感染等并发症的

治疗，免疫抑制药物调整180。 

 

FDDX-ZS019 林宗明，男。出生日期: 1957 年。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外科教研室副主任。 

1985 年在上海医科大学本科毕业，1995 年在上海医科大学获硕士学位，2001 年毕业

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获博士学位。 

1996 年 6月至 1997 年 9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进修学习，从事器官移植模型。  

能进行肾移植。主要研究方向：肾移植
181
。  

 

FDDX-ZS020 许明，男。出生日期: 1968 年。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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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7 月毕业于原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1997 年毕业于原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1997 年起在

中山医院泌尿外科工作工作至今。 

独立完成同种异体肾移植术等大手术182。 

 

FDDX-ZS021 孙立安，男。出生日期: 1963 年。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教授。 

1987 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1998 年 4月～6月在广州医学院第一医院

微创外科中心进修学习腔内泌尿外科。 

2002 年 11 月～2003 年 3 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腹腔镜技术。 

能完成肾移植术183。 

FDDX-ZS022 郭剑明，男。出生日期: 1967 年。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专业，博士学位，导师张永康、王国民教授，在中山医院泌

尿外科从事临床工作至今，历任泌尿外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等职。 

能完成肾移植等大手术
184
。 

 

FDDX-ZS023 张立，男。出生日期: 1964 年。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教授。 

1988 年 6 月毕业于原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即在中山医院泌尿外科工作工作至今。 

独立完成泌尿外科的常见手术，包括同种异体肾移植术等泌尿外科的特大型手术185。 

 

FDDX-ZS024 徐志兵，男。出生日期: 1971 年。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1994 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01 年获得复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2004 年在新加坡中央医院泌尿外科中心进修学习。 

能完成肾移植术等大手术186。 

 

FDDX-ZS025 蒋金根，男。 

个人简介：肾内科教授。科教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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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留校于复旦

大学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院工作至今，硕士生导师。1988 年起主管肾脏移植内科方面

工作。从事肾脏病工作，特别是主管肾移植 12 年，每天查房，主治肾移植病人约 400 例
187
。 

 

FDDX-ZS026 郑如恒，男。出生日期: 1952 年 7 月。 

个人简介：胸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1978 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 

2004 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 Barnes Jewish 医院（全美肺移植中心）进修学习。 

历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胸外科副主任（主持工作）、肺移植小组负责人。  

带领肺移植小组于 2004 年 9 月完成了第一例肺移植手术188。 

 

FDDX-ZS027 谭黎杰，男。 

个人简介：胸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1993 年毕业于原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2001 年获博士学位。 

2003 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 Barnes-Jewish 医院学习肺移植和胸外科新技术，

师从著名胸外科专家 JD Cooper 和 GA Patterson 教授。 

2004 年回国后，作为主要术者，完成复旦大学第 1例肺移植189。 

 

FDDX-ZS028范虹，男。党员。 

个人简介：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1993 年毕业于原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在上海中山医院胸外科从事临床工作。

1998 年晋升胸外科主治医师，2007 年晋升胸外科副主任医师。2008 年评为中山医

院优秀共产党员。 

2007 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哈佛医学院麻省总院（MGH），师从胸外科专家 Douglas J. Mathisen

教授。 

作为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中山医院的第一例肺移植190。 

 

FDDX-ZS029 葛棣，男。 

个人简介：胸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2004 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 Barnes-Jewish 医院胸外科, 师从著名的肺移植专

家 Patterson 教授，学习肺移植及其他胸外科临床工作。近年来，开始开展肺移植临

床工作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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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DX-ZS030 徐正浪，男。 

个人简介：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目前正在开展肺移植的研究工作192。 

 

 

FDDX-ZS031 蒋伟，男。出生日期: 1974 年 10月 29 日 

个人简介：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1993 年就读于上海医科大学。2000 年硕士毕业后于中山医院胸外科工作至今。 

参与了科内肺移植开展前的前期科研工作，并一直参与肺移植临床工作至今193。 

 

FDDX-ZS032王春生，男。出生日期: 1964 年。 

个人简介：心脏外科主任、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上海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

副主任委员。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专家。担任《中华器官移植杂

志》等多本权威杂志的编委 

 

1994～1995 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王春生教授是中国最著名的心脏移植专家，

心脏移植技术规范和准入制度的主要制定人。 

完成心脏移植 250 余例，居国内首位。目前每年完成心脏移植 30～40例194。 

FDDX-ZS033 胡克俭，男。 

个人简介：心外科副主任技师 

参与完成心脏移植手术 50 例，肝脏移植手术 9例195。 

 

 

 

FDDX-ZS034 王玉琦，男。出生日期: 1947 年。中共党员。 

个人简介：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山医院青浦分院院长。 

1970 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毕业。1982 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

学位，曾任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 

1986-1989 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奥斯汀医院血管外科进修。 

还主持和参与了心脏移植和肝脏移植196。 

FDDX-ZS035 陈昊，男。 



    

       

           

39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个人简介：心脏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1989 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市中山医院暨上海市心血管研

究所心外科从事临床工作。先后担任心脏外科的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 

1998 年上半年经中山医院赞助到美国的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心脏外科及 Starr--

Wood 心脏外科中心学习，主要学习了心脏移植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等。 

已完成 70 例心脏移植和 2例心肺手术197。 

主要擅长心脏移植围手术期处理。 

 

FDDX-ZS036 杨守国，男。出生日期: 1976 年 2 月。 

个人简介：心外科副主任医师 

2000 年硕士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04-2011 年任心外科主治医师，

2011 年至今任心外科副主任医师。2012 年获复旦大学外科学博士学位。 

2006.9-2007.9 至美国洛山矶加州大学（UCLA）医学中心心外科博士后研究，进行关

于心脏移植的研究。 

擅长晚期心脏病的心脏移植治疗
198
。 

 

 

 

追查国际对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上海市武进路 85 号 

 

 

前言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上海市开展器官移植种类、数量最多的医院之一。其器官移植到发展与中共

迫害法轮功的时间同步。2016 年中共官网报道，自 2001 年开始，医院始终保持年度肝移植总量国

内第三199。其器官供体来源异常充足。如，上海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200谭建明，2003 年在上海

第一人民医院为一名患者做肾移植手术用了 8个备用供体器官。2017 年追查国际的调查电话录音显

示李文岗医生说：院长彭志海已经做了 5,000 多例（肝移植），前几年每年能做 400 多。”2018 年

调查电话问到法轮功供体，彭志海：“没问题，没问题。” 

 
鉴于，中共活摘器官国家犯罪的大背景，该院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等群体器官的犯罪。 

 

 



    

       

           

40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一、医院概况 

 

该院是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是上海市器官移植临床医学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在

医院。医院分设虹口和松江两部，占地约 29.5 万平方米。职工 4206 人，其中高级职称 570 人，硕

士以上学历 1411 人。核定床位 1820 张。南北两部临床三级学科和医技学科共 68 个
201
。 

 

二、该院是市内开展器官移植种类、数量最多的医院之一 

 

2001 年 8 月，上海市器官移植临床医学中心成立，挂靠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心以肾脏移植为
依托，在 “上海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上海市组织配型中心”的基础上组建。该院称目前已开

展各种肾脏移植、心脏移植、肝脏移植、肝-肾联合移植、胰-肾联合移植、肾-成人胰岛细胞联合移

植等实质性大器官移植，角膜移植、异体手指移植，以及胎胰岛细胞移植、骨髓移植、外周血干细

胞移植和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共十二大类型
202
，是市内开展器官移植种类、数量最多的医院之一

203

。上海交通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也设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204。2016 年官网报，自 2001 年开始，医

院始终保持年度肝移植总量国内第三205。 

 

三、该院曾为一台肾移植手术使用 8个备用供体器官 

 

上海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
206
谭建明，2003 年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为一名患者做肾移植手术。在

随后的两周内，将这名患者和四个肾脏做血液和其它方面的配对测试。由于患者的抗体反应，没有

一个肾脏是配对的，结果四个肾全部被拿走。 大约两个月后又返回了这家医院。又有四个肾脏被拿

来做类似测试；当第八个肾脏被证明相配时，移植手术得以顺利完成。谭医生告诉器官接受者说，

第八个肾脏是来自一个死刑犯207。 

 

 
四、器官移植中心开展急诊肝移植，供体来源充足 

 

2002 年，开展上海市首例急诊肝移植。2004 年，国内首次成功施行急诊血型不兼容性肝移植手术治

疗急性肝功能衰竭，迄今共完成 10 例，其中有 4例为国际上首次报道的血型不兼容主动连续二次移

植208。 

 

五、肝肾移植医生团队强大，实际移植量大 

 

追查国际 2014 年发布的追查名单列有该医院的移植医生209，仅肾移植专业的医生，我们能够从官方

网站和论文中查到确实做了手术的就有 31 名，其中主任医师 9名，副主任医师 5 名，其他 17 名。

仅肝移植专业的医生，我们能够从官方网站和论文中查到确实做了手术的就有 26 名，其中主任医师

6 名，副主任医师 5 名，主治医师 5名，其他 10 名。可组成多了肝肾移植团队。 

谭建明，上海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210。谭建明曾在 2003 年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为一名患者做肾

移植手术用了 8个肾配对211。谭建明截至 2014 年 6月，主刀肾移植 4,200 多例212。 

彭志海，曾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器官移植中心主任
213
。 

2017 年 4 月，据厦门 174 医院肝胆外科医生李文岗在调查电话中说：“上海交大移植中心的彭志海

来了几天了，在厦门大学正准备手术。院长彭志海已经做了 5,000 多例（肝移植），前几年每年能

做 400 多。214” 

(录音 1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87)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75.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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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器官移植床位数量大 

 

泌尿外科，拥有 3 个专属病区（南院 1 个病区、北院 2个病区），共有普通床位 126 张（其中南院

38 张，北院 88 张），并在院 ICU、日间病房、国际医疗中心特需病房中拥有非固定床位 20 张。科

室是国家临床药物实验基地科室
215
。肾脏移植是我院泌尿外科的传统优势，是上海市器官移植临床

医学中心（设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核心组成部分216。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是上海市器官移植中心，上海市肝脏移植质控中心。近年来彭志海教授

带领下开展了肝移植时代复杂肝胆胰外科手术，建立了以肝脏降期治疗-肝切除-肝移植-拯救性肝移

植为一体的肝癌治疗体系并形成临床规范。目前普外科分南北两部拥有 5个病区，243 张床位，下
设肝胆胰外科、胃肠外科、乳腺甲状腺外科217。 

 

七、该院向上海及全国其它医疗单位推广肝移植技术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向上海及全国十一省两市单位推广应用。推广单位有： 上海第二医科大

学仁济医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新华医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

方医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

、山东医科大学附二院、东莞人民医院、江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西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河南 

153 医院、江苏无锡第二人民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一院、青海医学院附院、贵州省都均市人民医

院、湖南医科大学湘雅医院、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18
。 

 

孟建柱，江西省委书记亲自牵线搭桥让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同上海器官移植中心（第一人民医院

）建立了联合与协作关系
219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曾一天同时完成 6 例大器官移植的记录

220
。 

 

八、医生直接承认器官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并称供体天天有，都是活的。 

  
上海交大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肝脏移植中心的医生接受追查国际电话调查。 

问：我就问啊等要等多久？ 

大夫：供体有啊，天天有哎。我们今天就在做。 

问：不是，你现在不是说要新鲜的，要活的人的… 

大夫：都是活的，都是活的。问：有一种啊就是炼功的那种，身体很好的。大夫：有221。(录音 2.播

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1） 

 

调查对像：彭志海，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器官移植中心主任 

调查时间：2018 年 11月 16日（+86-13761010066） 

内容提要： 

调查员：你们用的还是法轮功的，就是健康的供体对吧？ 

彭志海：肯定是健康的，那不健康的怎么行呢！ 

调查员：主要的问题还是请你把关，就是那个供体的问题啊，法轮功的那个供体！ 

彭志海：没问题，没问题。 

个人简介：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普通外科学会副主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

促进会肝胆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

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第一届移植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

植分会肝移植学组副组长、上海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主委、上海市器官移植临床医学中心主任、上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03/46728_investigation_report_142535313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8#_Toc36657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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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肝移植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
222。 

(录音 3.播放及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9） 

 

九、主要责任人 

 

SH1RMYY001 谭建明 

职务职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移植泌尿科主任、泌尿科研究室主任，上海市器官移

植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器官移植临床医学中心主任。同时任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副

院长、南京军区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常委，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军泌

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军区医学科委会常委、南京军区泌尿外科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福建省器官移植分会和泌尿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复

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导师。 

个人简历：1984 年大学毕业，1989 年获第四军医大学硕士学位，1996 年获上海医科大学外科学博

士学位，1998 年华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1996 年赴美国加州大学医学中心和组织

配型中心、访问学者。1996 年赴美国加州大学医学中心和组织配型中心、访问学者 。谭建明已经

主刀肾移植 4200 多例，完成肝-肾移植联合 23 例，胰-肾联合移植 9例，肾-胰岛移植 45 例，肝-胰
-肾联合移植 1 例，肾-干细胞联合移植 786 例，肾-胰岛-干细胞联合移植 1 例223。  

 

SH1RMYY002 彭志海  

职务职称：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上海市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上海市肝移植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器官研究所所长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常委、中华医学会肝移植学会副组长、中华医学会上海医

学分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器官移植学会主委、 上海市普通外科学会副主委。 “863” 

项目专家库成员； 国家 “十一五” 科技重点支撑项目指南编写专家； 中华医学会

器官移植学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委员；上海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

上海医学会普外科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 

个人简历：1993 年同济医科大学博士毕业。 1993 、1995 年先后破格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主任医师。 1996 年以人才引进方式调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普通外科， 1998 年任第一人民医

院普通外科主任， 1999 年任副院长。 1995 年及 2000 年分别被聘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

1996 年获奥地利政府奖学金赴奥地利 Graz 大学学习， 2000 年赴美国 Mount Sinai 医院学习器

官移植。（大约 2015 年）完成 800 余例肝移植手术以及联合脏器移植224。  

 
SH1RMYY003 张先有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中心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历：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1993 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肾脏替代(透析

和移植) 治疗
225
。  

 

 

 

SH1RMYY004 邱建新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历：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获泌尿外科博士学位。2004 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泌尿外科进修学习。长期从事肾脏移植的临床工作2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08500/108500_15-2018-11-1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08500/108500_15-2018-11-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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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1RMYY005 范昱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肾移植科主任。  

个人简历：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获医学硕士学位。1998 年曾赴德国汉诺威医学院临

床医院学习。对肾脏移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擅长肾脏移植及泌尿系肿瘤的诊断

与治疗
227
。  

 

SH1RMYY006 沈兵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历：毕业于复旦大学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硕士。  
2007 年-2008 年赴德国汉堡大学医学院（UKE）学习深造。  

擅长肾移植术，包括亲属活体肾移植术，以及术后免疫抑制药物的应用和并发症的处

理228。  

 

 

SH1RMYY007 秦燕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历：2003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医学院，肾内科博士学位，2003 年 7 月起在上海交

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肾移植科工作。主要从事肾移植术前评估、术后内科并发症

的诊治、亲属肾移植供受者的评估准备等
229
。  

 

 

 

SH1RMYY008 刘志宏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历：1997 年毕业于原上海医科大学。擅长肾移植手术和术后免疫抑制药物的
调整230。  

 

 

SH1RMYY009 徐东亮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历：2004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医学院，获外科学博士学位。擅长肾脏移植等

疾病231  

 

 

 

SH1RMYY010 郭义峰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个人简历：复旦大学博士后。擅长肾移植术，包括亲属活体肾移植术，以及术后免疫

抑制药物的应用和并发症的处理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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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1RMYY011 刘永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个人简历：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长期从事器官移植（肾

脏）临床及科研工作，现主要侧重于移植免疫的临床和研究工作233。  

 

 

 

SH1RMYY012 唐孝达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器官移植专家。曾任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常委、副主任委员。
现任中国透析移植研究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器官移植临床医学中心顾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前任院

长。个人简历：擅长器官移植，肾脏移植和移植免疫
234
。  

 

SH1RMYY013 凌桂明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导  

个人简历：1969 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1970 年起一直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泌尿外科工作，历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主任医师、教授

。1988 年开始担任研究生临床教学工作，1994 年成为硕士生导师。30 年来一直从事

泌尿外科、血液透析和肾脏移植工作，是中国第一代从事该领域临床和研究的医务工

作者
235
。 

 

SH1RMYY014陈国庆  

职务职称：普外科主任医师  

个人简历：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现主攻脏器移植，包括肝脏移植和多脏器的联合

移植等，尤其在脏器移植的围手术期处理、移植后免疫抑制剂应用和手术后并发症

处理等236。  
 

 

 

SH1RMYY015 王兆文  

职务职称：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历：1994 年 7月毕业于泰山医学院临床医疗系，获医学学士学位。1994 年 9

月始在山东省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工作。2000 年 9月考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原上海医科大学）攻读外科学硕士学位，2002 年 9 月提前攻读博士学位，2005

年 7 月获医学博士学位。2005 年 7月始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主

要研究方向为肝移植术后并发症的防治
237
。  

 

SH1RMYY016 徐军明  

职务职称：普外科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历：2001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外科学博士学位，复旦大学医学院博士后

。2007 年-2008 年曾国家公派留学美国加州大学器官移植中心（UCLA Medical 

Center），并获加州临时医师执照，上台参加大量器官移植手术。 

目前主刀完成肝脏移植手术 300 余例
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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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1RMYY017 钟林  

职务职称：主任医师，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上海市器官移植研究所

，普外科副教授，上海市器官移植学会青年委员  

个人简历：1996 年本硕连读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 4 年血管外科

工作， 2000 -2003 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攻读外科学博士， 2003 -2005 年上海

第一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博士后。2005 年和 2006 年分别到瑞士日内瓦大学医学

院和台湾长庚医院学习胰腺移植和活体肝移植。2008 年 5 月到 2009 年 5月因上海市政府 YTT计划

（优秀人才计划）到德国汉堡大学 Eppendorf 医院学习肝移植和开展移植免疫的研究 239。自 2003

年起从事肝脏移植、胰腺移植和腹部脏器联合移植研究和临床工作。 

主要从事肝脏移植和腹部大器官移植工作，近三年来开展肝移植 150 例，胰肾联合移植 1 例，肝肾
联合移植 8例，肝脏再次移植 10 例240。  

 

SH1RMYY018 邢同海  

职务职称：肝移植病房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历：1994 年考入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疗系七年制班，2001 年获外科学硕士学

位，同年考入复旦大学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部，于 2004 年 7 月毕业，

获复旦大学医学院外科学医学博士学位。2003 年始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

院肝移植病房工作。博士研究生期间主要从事人工肝在肝移植围手术期应用方面的研

究，内容涉及成人肝细胞的分离、大规模培养、冻存复苏、人畜共患病的研究和非人

工肝的实际应用研究，负责肝移植人工肝及血液透析的工作，从事血液凈化治疗患者

50 余例 200 余次，并且有自己独到的经验及见解。现在病房负责 ICU 工作241。  

 

SH1RMYY019 周光文  

职务职称：普外科主任医师。上海市器官移植学会委员。  

个人简历：1996 年~2010 年在上海瑞金医院普外科工作，2010 年 10 月调入上海市第

一人民南院主持肝胆胰外科的临床工作。2000 年在美国 Pittsburgh Thomas E Starzl
肝胆胰医学中心进修。自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开展了国内首例劈离式肝移植、首例原

位辅助部分尸肝移植和活体肝移植，获 2002 年中国医学十大新闻之一。2004 年 12 月

14 日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亚洲首例全腹腔脏器（共 7 个脏器）移植的全过程242。擅长

器官移植（肝移植和多脏器移植）。 

 

SH1RMYY020 孙星  

职务职称：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历：1995 年毕业于武汉市同济医科大学，获临床医学硕士学位。留校在武汉同

济医院普外科，师从普外科陈孝平教授,开展肝胆疾病的临床诊治工作三年。2001 年底

人才引进回到上海，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彭志海教授的指导下，开展肝移植临床和

基础研究工作，并在职攻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博士研究生。2006 年获得临床外科博

士研究生学位。1999 年初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访问学者研

究243。  

 

SH1RMYY021 邓贵龙  

职务职称：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历：2004 年获得浙江大学外科学博士学位。2004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

民医院肝移植病房进行肝移植博士后研究工作。博士后期间主要从事肝移植术后乙肝复

发的预防研究工作。
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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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1RMYY022 戚晓升  

职务职称：普外科主治医师  

个人简历：2003 年 7 月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获外科学博士学位，期间从事肾移植临床

工作多年，2003 年 7 月进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方

向为肝移植围手术期及术后远期肾功能不良，2005 年 6月顺利出站后留院工作至今。

参与取肝、修肝及肝移植手术数百例
245
。  

 

SH1RMYY023 李涛  

职务职称：普外科主治医师 

个人简历：目前主要从事肝移植方面的研究和肝移植患者的临床管理经验246。  
 

 

 

 

 

SH1RMYY024 王书云  

职务职称：普外科主治医师   

个人简历：1995 年考入复旦大学医学院 7年制，毕业后留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

医院普外科工作，兼任上海市器官移植医学中心肝移植组秘书；2004 年考取上海交通

大学博士研究生，2007 年毕业后继续留院工作。专研肝移植围手术期处理、ICU危重

病例抢救及管理。负责肝移植术后肝组织活检和病理分析相关事宜247。 

 

 

SH1RMYY025 黄力  

职务职称：普外科主治医师  

个人简历：1995 年考入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系，2000 年获医学学士学位，同年
考取复旦大学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外科学研究生，师从彭志海教授，00-02 年攻

读硕士学位，02-05攻读博士学位，2005 年 6月毕业，获复旦大学医学院外科学临床医

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期间主要从事普外科及肝脏移植的临床技能训练。2005 年 7月始

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病房工作248。  

 

 

SH1RMYY026 张金彦  

职务职称：普外科主治医师  

个人简历：2001 年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获临床医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取该校

研究生从事移植专业研究，2006 年获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2004 年获德

国奖学金赴德国 ESSEN 大学医院移植外科从事临床科研工作，方向为活供体肝移植相

关研究。2006 年 10 月回国进入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

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师从彭志海教授开展肝移植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249。 

  

 

SH1RMYY027 樊军卫  

职务职称：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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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2002 年 7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取得外科学硕士学位，2008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取得外科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院工作。参与多次取肝、修肝和肝移植手术以及患者围手术期管

理工作
250
。  

 

SH1RMYY028 彭文  

职务职称：普外科（13F）肝移植病区护士长  

个人简历：自 1985 年毕业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护校起，便一直从事于临床护理工

作。其中，担任普外科护士长一职至今已 10 余年。2001 年肝移植护理组成立起，便

又同时担任肝移植病区护士长251。  

 
 

 

SH1RMYY029 裘正军  

职务职称：普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普外科主任。  

个人简历：毕业于温州医学院，1993 年 7月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获外科学

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工作。 

成功地施行肝移植、肝肾联合移植和胰肾联合移植 160 余例。擅长肝移植252。  

 

 

 

 

SH1RMYY030 刘焰  

职务职称：眼科主任医师，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眼表面疾病组负责人，上海器官

移植临床医学中心角膜移植负责人  

个人简历：1998 年获临床眼科博士学位。擅长角膜缘干细胞及结膜移植手术，巩

膜移植术，和联合白内障、青光眼、玻切的角膜移植术253。  
 

 

 

SH1RMYY031 盛敏杰  

职务职称：眼科主任医师  

个人简历：1974 年至今上海第十人民医院眼科历任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

任医师。师从郑一仁教授，主要学习角膜移植及人工角膜，现任上海市医学会角膜病

学组组长。2002 年起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特需门诊坐诊。擅长眼科角膜移植术
254
。

  

 

 

SH1RMYY032 陈嘉薇  

职务职称：主任医师，教授，病理科主任 

个人简历：1982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96—1997 年赴美国匹兹堡

大学器官移植中心研修移植病理，对心脏移植、肝脏移植、肾移植和小肠移植排异反应的病理诊断

和鉴别诊断尤其擅长。1996—1997 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中心研修移植病理。擅长：对心脏

移植、肝脏移植、肾移植和小肠移植排异反应的病理诊断和鉴别诊断
2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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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索引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医院简介》 

https://www.bjcyh.com.cn/Html/Hospitals/Main/Description.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503222008/http://www.bjcyh.com.cn/ksjs/gdwk/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19.pdf 
2
《家庭医生在线》 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  

http://yyk.familydoctor.com.cn/1242/schedule_7826/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503.png 
3
《北京朝阳医院》简介 

https://archive.is/9yecw 
4《家庭医生在线》 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  

http://yyk.familydoctor.com.cn/1242/schedule_7826/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503.png 
5
《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简介 

https://archive.is/i9gpY 
6
《北京朝阳医院》肝胆外科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503222008/http://www.bjcyh.com.cn/ksjs/gdwk/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19.pdf 
7
《中华临床医药》2001 年第 2 卷第 1 期  北京市器官移植配型中心的建立与成功运行的必要条件 

作者：李哲先、尔秀江、郁琨、马威然、吕杰、张玉海、贾保祥、武俊杰、毕如玫、薛竹、唐雅望、解泽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107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1072.pdf   
8
《家庭医生在线》 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  

http://yyk.familydoctor.com.cn/1242/schedule_7826/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503.png 
9追查国际发布北京市非军队系统医疗机构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 

2014 年 11 月 26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452#_Toc404368504 
10
《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介绍  张小东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64.s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505.png 
11《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介绍 王玮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53.s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506.png  
12
刘万宝、杨晓娟《为了患者的微笑——记肾移植专家管德林教授》 《人民日报》 (1999 年 01 月 26 日第 5

版) 

原网络文件 web.peopledaily.com.cn/199901/ 26/newfiles/col_990126001062_zhxw.html 以及 google

上的备份在文件被从新关注后几小时内消失。  
13
《北京现代商报》京城肾移植手术顶尖专家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51123054121/http://www.bjbusiness.com.cn/20050907/jk100301.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503222008/http:/www.bjcyh.com.cn/ksjs/gdwk/
http://yyk.familydoctor.com.cn/1242/schedule_7826/
http://yyk.familydoctor.com.cn/1242/schedule_782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503222008/http:/www.bjcyh.com.cn/ksjs/gdwk/
http://yyk.familydoctor.com.cn/1242/schedule_7826/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64.shtml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53.shtml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50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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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管德林 男 1941 年 6 月 16 日生 教授 主任医师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30729152643/http://www.myb518.com/ndz/zhuanjia/gdljl.htm 
15
刘万宝、杨晓娟《为了患者的微笑——记肾移植专家管德林教授》 《人民日报》 (1999 年 01 月 26 日第 5

版) 

原网络文件 web.peopledaily.com.cn/199901/ 26/newfiles/col_990126001062_zhxw.html 以及 google

上的备份在文件被从新关注后几小时内消失。  
16
《大纪元》追查手术杀人，落实到个人  更新: 2006-05-20   

http://www.epochtimes.com/gb/6/5/21/n1325184.htm 
17《追查国际调查取证中共活摘器官现场录像（1-5）》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17 
1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医元网》 

https://www.bjcyh.com.cn/Html/Doctors/Main/Index_636.html， 

http://hpt2000017211.h.yynet.cn/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38.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814/158.pdf 
19《2019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20《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二）》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21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2《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二）》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23《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4《2019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25《2019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26
《2020 年上半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5 
27《2015-2018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444#_ednx32 
28
《央视网》北京大学吴阶平泌尿外科医学中心客座教授 管德林 

http://jiankang.cntv.cn/2013/04/27/ARTI1367049747866190.shtml 

https://archive.is/wip/nA7ky 
29
 管德林简介 

http://www.myb518.com/ndz/zhuanjia/gdljl.htm 
30 北京肾移植专家管德林专题  京肾记肾移植专家管德林教授 《人民日报》 (1999 年 01 月 26 日第 5 版

)http://www.boxun.com/forum/zongjiao/9529.shtml 

https://archive.is/qfugM 
31
《北京现代商报》京城肾移植手术顶尖专家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51123054121/http://www.bjbusiness.com.cn/20050907/jk100301.htm 
32《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介绍 胡小鹏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61.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4855/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61.sh

tml 
33《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介绍 王玮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53.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4842/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53.sh

tml 
34 《大纪元时报》昆明成为中国最大肾供应地 

https://www.epochtimes.com/gb/6/6/22/n1359279.htm 

https://archive.is/wip/fkL6r 
35
《好大夫在线》韩修武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XCoLUajctG0lPR5qqdfm.htm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17
http://hpt2000017211.h.yynet.cn/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38.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5
http://jiankang.cntv.cn/2013/04/27/ARTI1367049747866190.s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gb/6/6/22/n13592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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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222301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

XCoLUajctG0lPR5qqdfm.htm 
36
《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介绍   王勇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48.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910102104/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48.sh

tml 
37
《燕达医院》燕达医院泌尿外科成功实施一例移植肾切除手术  2015-03-17 

http://www.ydyy120.com/mnw/927/35979.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7174456/http://www.ydyy120.com/mnw/927/35979.html" 
38《北京朝阳医院》领导信息： 李晓北 

https://www.bjcyh.com.cn/Html/News/Articles/20321.html 

https://archive.is/wip/DoWdP 
39《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介绍   李晓北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46.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4620/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46.sh

tml 
40 《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介绍  张小东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64.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31185606/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64.sh

tml 
41《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介绍  刘航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44.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910152614/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44.sh

tml 
42
《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介绍  任亮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52.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4406/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52.sh

tml 
43《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介绍   尹航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20121119/26087.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4338/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20121119/2

6087.shtml 
44
《好大夫在线》 蒋宇光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ECrc15DZr2dvRhXMk1f.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51513372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ECrc15DZr2d

vRhXMk1f.htm 
45
《百度百科》吴克让介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B4%E5%85%8B%E8%AE%A9/16535747 

https://archive.is/wip/pANoN 
46《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介绍  吴克让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60.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910102921/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mnwk/zj/0/14260.sh

tml 
47
《百度百科》高居忠简介 

http://baike.baidu.com/view/724298.htm 

https://archive.vn/o76o1 
48《北京朝阳医院》肝胆外科  陈大志简介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gdwk/zj/0/19297.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945/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gdwk/zj/0/19297.sh

tml 
49《北京朝阳医院》肝胆外科  郎韧简介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gdwk/zj/20120929/25447.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917/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gdwk/zj/20120929/2

https://www.bjcyh.com.cn/Html/News/Articles/20321.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吴克让/16535747
http://baike.baidu.com/view/7242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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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7.shtml 
50《北京朝阳医院》肝胆外科 贺强简介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gdwk/zj/0/19296.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856/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gdwk/zj/0/19296.sh

tml 
51
《北京朝阳医院》吴天鸣 简介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gdwk/zj/0/19293.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849/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gdwk/zj/0/19293.sh

tml 
52
《北京朝阳医院》肝胆外科樊华简介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gdwk/zj/20120929/25446.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733/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gdwk/zj/20120929/2

5446.shtml 
53
《北京朝阳医院》肝胆外科金中奎简介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gdwk/zj/0/19295.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910102656/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gdwk/zj/0/19295.sh

tml 
54《北京朝阳医院》肝胆外科李先亮简介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gdwk/zj/20130731/28732.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622/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gdwk/zj/20130731/2

8732.shtml 
55
《好大夫在线》寇建涛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MCIMTMQbtBMDWj5BR7h.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53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MCIMTMQbtBM

DWj5BR7h.htm 
56《好大夫在线》朱继巧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Nh0k6eXVaz-3cVK5Twt.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2914191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Nh0k6eXVaz-

3cVK5Twt.htm 
57《好大夫在线》赵昕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MK0ys4JnoLH6TmC9xR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1201195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MK0ys4JnoLH

6TmC9xRR.htm# 
58
《好大夫在线》韩东冬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lCpnz8zO99C2br23VVO.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2908063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lCpnz8zO99C

2br23VVO.htm 
59
《好大夫在线》张志华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NhoLvjfGtBMDWj5BR7h.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2915461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NhoLvjfGtBM

DWj5BR7h.htm 
60
《好大夫在线》李平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XxqIWK93uS3qrtB-fT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1207493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XxqIWK93uS3

qrtB-fTr.htm 
61《北京朝阳医院》侯生才简介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xwk/zj/0/19304.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31174145/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xwk/zj/0/19304.sht

ml 
62《北京朝阳医院》苗劲柏简介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xwk/zj/0/19298.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325/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xwk/zj/0/19298.sht

ml 
63《北京朝阳医院》李辉简介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xwk/zj/0/19303.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311/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xwk/zj/0/19303.sht

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1207493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XxqIWK93uS3qrtB-fT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1207493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XxqIWK93uS3qrtB-fT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31174145/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xwk/zj/0/19304.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31174145/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xwk/zj/0/193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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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2012 年 28 卷 03 期 138-140,151 页（英文期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肺移植手术 28 例” 

作者：苗劲柏、侯生才、李辉、胡滨、代华平、李彤、王洋、游宾、傅毅立、陈其瑞、张文谦(100020,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胸外科)；  
65
《北京朝阳医院》胡滨简介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xwk/zj/0/19300.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259/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xwk/zj/0/19300.sht

ml 
66《北京朝阳医院》王洋简介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xwk/zj/0/19299.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251/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xwk/zj/0/19299.sht

ml  
67《北京朝阳医院》李彤简介 

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xwk/zj/0/19302.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2927/http://www.bjcyh.com.cn/ksyl/wkxt/xwk/zj/0/19302.sht

ml 
68《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2012 年 28 卷 03 期 138-140,151 页（英文期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肺移植手术 28 例” 

作者：苗劲柏、侯生才、李辉、胡滨、代华平、李彤、王洋、游宾、傅毅立、陈其瑞、张文谦(100020,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胸外科)；  
69《新浪博客》苏主任个人简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b04bae0100ch2t.html 

https://archive.is/wip/Sq3HF 
70
《好大夫在线》苏丕雄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eD0gYNv5LwmK7DLi.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272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eD0gYNv5LwmK

7DLi.htm 
71《北京朝阳医院》眼科李学东简介 

http://www.bjcyh.com.cn/ksyl/wg/yk/zj/0/14368.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441/http://www.bjcyh.com.cn/ksyl/wg/yk/zj/0/14368.shtml 
72《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张孝生简介 

http://www.bjcyh.com.cn/ksyl/wg/yk/zj/0/14370.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353/http://www.bjcyh.com.cn/ksyl/wg/yk/zj/0/14370.shtml 
73《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牛改玲简介 

http://www.bjcyh.com.cn/ksyl/wg/xqyk/zj/0/19787.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346/http://www.bjcyh.com.cn/ksyl/wg/xqyk/zj/0/19787.shtm

l 
74《寻医问药专家网》朝阳医院京西院区疝和腹壁外科  李鹏介绍 

http://z.xywy.com/zhuanjia-bjcyh1-hefubiwaike-pwklipeng.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513/http://z.xywy.com/zhuanjia-bjcyh1-hefubiwaike-

pwklipeng.htm 
7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2007 年 08 月 06 日“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人体器官

移植诊疗科目登记工作的通知附件:1、第一批通过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审核医院名单

.doc” 

http://www.moh.gov.cn/mohyzs/s3585/200804/18974.s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00.png 
76《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大事记 

http://www.xy3yy.com/xy3yy20/20091126201431.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b04bae0100ch2t.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513/http:/z.xywy.com/zhuanjia-bjcyh1-hefubiwaike-pwklipeng.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013513/http:/z.xywy.com/zhuanjia-bjcyh1-hefubiwaike-pwklipeng.htm
http://www.xy3yy.com/xy3yy20/200911262014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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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79.png 
77《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大事记 

http://www.xy3yy.com/xy3yy20/20091126201431.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79.png 
78《医元网》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 中南大学湘雅移植医学研究院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118023937/http://hpt2000034444.h.yynet.cn/departments.php?sect

ion_id=1381 
79《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刘国恩：中国公立医院改革潜力巨大”来源：上海时间：2014-12-27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96.png 
80
《中南大学新闻网》湘雅三医院月出院病人数首次突破 4000 人次 来源：湘雅三医院发布时间：2009 年 06

月 29 日 

https://archive.vn/8my4t 
81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移植专科简介 

http://www.xy3yy-shfw.com/dwk/yzzk/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9389_420.pdf 

http://www.upholdjustice.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325-420.pdf 
82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大事记 

http://www.xy3yy.com/xy3yy20/20091126201431.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79.png 
83《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院报第九期》“向着移植医学的理想王国进发―――黄祖发院长纵论移植医学发展

” http://www.xy3yy.com/nyygj/yb09-21.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233.png 
84《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大事记 

http://www.xy3yy.com/xy3yy20/20091126201431.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79.png 
85
《中南大学新闻网》卫生部副部长在湘雅三医院“操刀”肝移植发布时间：2003-09-19 作者：谭克扬李虹

辉 

http://news.its.csu.edu.cn/%20%20%20%20%20%20%20%20%20%20%20%20csunews/readnewsarticle?atcid=20

070914055251625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23.png 
86《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大事记 

http://www.xy3yy.com/xy3yy20/20091126201431.html 
87《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移植专科 

http://www.xy3yy-shfw.com/dwk/yzzk/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9389_420.pdf 

http://www.upholdjustice.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325-420.pdf 
88《大众卫生报》国内外专家汇聚长沙器官移植法呼之欲出 2003-09-24   

http://hunan.voc.com.cn/gb/content/2003-09/24/content_2146397.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79.png 
89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社会服务网》 

http://shfw.xy3yy.com/xymy/414.html 

http://www.xy3yy.com/xy3yy20/20091126201431.html
http://www.xy3yy.com/xy3yy20/20091126201431.html
http://www.xy3yy.com/xy3yy20/20091126201431.html
http://news.its.csu.edu.cn/%20%20%20%20%20%20%20%20%20%20%20%20csunews/readnewsarticle?atcid=20070914055251625
http://news.its.csu.edu.cn/%20%20%20%20%20%20%20%20%20%20%20%20csunews/readnewsarticle?atcid=20070914055251625
http://hunan.voc.com.cn/gb/content/2003-09/24/content_2146397.htm
http://shfw.xy3yy.com/xymy/4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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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存档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39.pdf 
90《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二）》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91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92《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93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94《2019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95
《中国器官移植网-家庭保健报》2011 年 9 月 6 日“面对选择器官捐献：用另一种方式活着”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8.png 
96《腾讯网》2012 年 3 月 7 日卫生部副部长：死囚是我国器官移植主要来源 

http://news.qq.com/a/20120307/001217.htm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408233817/http://news.qq.com/a/20120307/001217.htm 
97 【面对面】黄洁夫：敬畏生命 

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 2018 年 07 月 16 日 

http://archive.is/4iusB 
98
《中国现代手术学杂志》2006 年 10 卷 03 期 179-182 页 （英文期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MODERN 

OPERATIVE SURGERY）“肝动脉变异与肝移植”作者：戴小明、叶启发、齐海智、明英姿、王永刚、畲兴国(

卫生部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南大学湘雅移植医学研究院、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长沙,410013)；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30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30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303.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304.pdf 
99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2009 年 18 卷 01 期 23-26 页 （英文期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GENERAL SURGERY

）“原位肝移植供肝动脉变异的修整与重建”作者：乔兵兵、叶启发、明英姿、叶少军、易彦博、李柯(中南

大学湘雅移植医学研究院、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长沙,410013)；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40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40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403.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404.pdf 
100《中国普通外科杂志》2007 年 16 卷 03 期 261-264 页（英文期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GENERAL 

SURGERY）“肝移植供肝修整的经验” 作者：叶少军、明英姿、叶启发、刘雄友、黄湘华(中南大学湘雅移植

医学研究院、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长沙,410013)；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50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50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503.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504.pdf 
101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社会服务网》 

http://shfw.xy3yy.com/xymy/414.html 
102《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移植专科 叶启发医生简介 http://www.xy3yy-shfw.com/dwk/yzzk/52.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03080156/http://www.xy3yy-shfw.com/dwk/yzzk/52.html 
103《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介绍 

http://www.znhospital.cn/DoctorDetail.aspx?did=28 
104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移植医学中心黄祖发 http://huangzufa7.u.yynet.cn/intro.ph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124022105/http://huangzufa7.u.yynet.cn/intro.php 
105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移植专科  黄祖发简介 http://xy3yy-shfw.com/dwk/yzzk/400.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920024016/http://xy3yy-shfw.com/dwk/yzzk/400.html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8.png
http://news.qq.com/a/20120307/001217.htm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30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30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303.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304.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40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40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403.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404.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50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50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503.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504.pdf
http://shfw.xy3yy.com/xymy/414.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124022105/http:/huangzufa7.u.yynet.cn/intro.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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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好大夫在线》黄祖发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CIHS-flZMGILTrbd.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0400392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CIHS-

flZMGILTrbd.htm 
107《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移植专科  明英姿医生简介 http://www.xy3yy-shfw.com/dwk/yzzk/50.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03110147/http://www.xy3yy-shfw.com/dwk/yzzk/50.html 
108《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移植专科 成柯简介 http://www.xy3yy-shfw.com/dwk/yzzk/51.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03110316/http://www.xy3yy-shfw.com/dwk/yzzk/51.html 
109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移植专科 赵于军简介 http://shfw.xy3yy.com/dwk/yzzk/378.html 

http://archive.is/cfMGG 
110《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移植专科 畲兴国简介 http://shfw.xy3yy.com/dwk/yzzk/377.html 

http://archive.is/DmYYI 
111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移植专科 牛英简介 http://shfw.xy3yy.com/dwk/yzzk/376.html 

http://archive.is/2P37l 
112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任祖海简介 http://shfw.xy3yy.com/dwk/pwsk/41.html 

http://archive.is/wlju7 
113
《好大夫在线》伍锟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hEisfCGGbOLh9BQ.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20909191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hEisfCGGbOL

h9BQ.htm# 
114
《中美移植网》伍锟大夫简介 http://www.0188.com/show.asp?id=67047 

115《好大夫在线》刘炼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i2aRfElZMGILTrbd.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910552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i2aRfElZMGI

LTrbd.htm 
116《好大夫在线》叶少军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i2aLTnWKEMSMwtPM.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102183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i2aLTnWKEMS

MwtPM.htm 
117《好大夫在线》刘斌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CO0ir8hoLSNZn1O5.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20909550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CO0ir8hoLSN

Zn1O5.htm 
118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刘建新简介 http://www.xy3yy-shfw.com/dwk/xxwk/116.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623222100/http://www.xy3yy-shfw.com/dwk/xxwk/116.html 
119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王电军简介 http://shfw.xy3yy.com/dwk/xxwk/112.html 

http://archive.is/T9AoD 
120《医元网》赵永祥大夫简介 http://zhaoyongxiang1.u.yynet.cn/intro.php 

http://archive.is/oHuM6 
121《好大夫在线》欧阳文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xbmH5SmHsBZYJwWN.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909252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xbmH5SmHsBZ

YJwWN.htm 
122《好大夫在线》潘玉凌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CIHTJflZMGILTrbd.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105361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CIHTJflZMGI

LTrbd.htm 
123
《好大夫在线》周治明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OWwNlx2XzuGO4ty.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3000005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OWwNlx2Xzu

GO4ty.htm 
124《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眼科  邓志宏简介 http://shfw.xy3yy.com/dwk/yk/265.html 

http://archive.is/9sFtJ 
125《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眼科 曹燕娜简介 http://shfw.xy3yy.com/dwk/yk/257.html 

http://archive.is/zPVPq 
126
《追查国际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2013 年 9 月 11 日,2015 年 3 月 2 日更新，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8 

http://archive.is/oHu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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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2007 年 08 月 06 日“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人体器官

移植诊疗科目登记工作的通知附件:1、第一批通过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审核医院名

单.doc” 

http://www.moh.gov.cn/mohyzs/s3585/200804/18974.s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00.png 
128
《上海助医网》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http://www.91985.com/jibing/xiaochuan/yiyuan.asp?id=116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5.png 
129
《新浪网》2003 年 12 月 9 日通讯员秦嗣萃 记者陈青报道“中山医院与世界最大器官移植机构携手器官移

植更上一层楼” 

http://news.sina.com.cn/c/2003-12-09/08301293869s.s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6.png 
130
《中国医院》，2006 年 8 月第 10 卷第 8 期，“医疗安全管理的认识与实践”作者：秦新裕、秦净、金亚萍

、荣翟军 

http://metrc.smu.edu.cn:81/userfiles/files/SpecialistLibrary/FudanUniversity/%E7%A7%A6%E6%96

%B0%E8%A3%95/%E5%8C%BB%E7%96%97%E5%AE%89%E5%85%A8%E7%AE%A1%E7%90%86%E7%9A%84%E8%AE%A4%E8%AF%

86%E4%B8%8E%E5%AE%9E%E8%B7%B5.pdf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05.pdf 
131《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706201059/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About.Asp 
13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山医院报》院庆专刊第 184 期 2007 年 9 月 22 日 

http://www.zs-hospital.sh.cn/newseveryday/zs_yb/2007-14/1.pdf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WOIPFG Archived Link: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07.pdf 
133
追查国际发布上海市非军队系统医疗机构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 2014 年 12 月 22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69#_Toc404902982  
134
《中国名医指南网》樊嘉简介 

http://www.top10dr.com/mingyi/201205/infos113.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89.pdf 
135《新浪网》2005 年 10 月 21 日“樊嘉：具有神秘色彩的肝外科主任”《人物》杂志 

http://news.sina.com.cn/c/2005-10-21/12228075581.shtml (not accessible)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90.png 
136《百度文库》肝癌专家 

http://wenku.baidu.com/view/2028015f3b3567ec102d8a63.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WOIPFG Archived Link: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91.pdf 
137《复旦新闻文化网》2012 年“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推选活动网络投票 

http://news.fudan.edu.cn/announce/?announceid=441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92.pdf 
138《中山医院报》“只有以病人为中心，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健康卫士’” 

记 2012 年全国十大“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获得者樊嘉教授 

http://www.zs-hospital.sh.cn/newseveryday/zs_yb/315/315_06_01.htm  

http://www.91985.com/jibing/xiaochuan/yiyuan.asp?id=116
http://news.sina.com.cn/c/2003-12-09/08301293869s.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706201059/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About.Asp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69#_Toc404902982
http://www.top10dr.com/mingyi/201205/infos113.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5-10-21/12228075581.shtml
http://news.fudan.edu.cn/announce/?announceid=441
http://www.zs-hospital.sh.cn/newseveryday/zs_yb/315/315_06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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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9389_595.png 

http://www.upholdjustice.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325-595.png 
139《上海理工大学》周俭-硕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发布时间: 2022-06-16   

https://archive.vn/77d9t 
140《新浪育儿》黄晓武简介 

http://qiuyi.baby.sina.com.cn/doctor/DE4r08xQdKSLBTWZXlFq-tVG1BZ1.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814.png 
141《新浪育儿》邱双健个人简介 

http://qiuyi.baby.sina.com.cn/doctor/DE4r08xQdKSLBTYVRCI6Imj3t-5V.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815.png   
142
《好大夫在线》黄成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Fy0C9LuSRVx7bru6w7rGNzFx56fU.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816.png 
143《新浪育儿》史颖弘简介 

http://qiuyi.baby.sina.com.cn/doctor/DE4r0BCkuHzdFg0x2p3cdu-554j7S.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817.png 
144《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706201059/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About.Asp 
145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山医院报》院庆专刊第 184 期 2007 年 9 月 22 日 

http://www.zs-hospital.sh.cn/newseveryday/zs_yb/2007-14/1.pdf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WOIPFG Archived Link: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07.pdf 
146
《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肾移植 

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4104042/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147
《追查国际》追查国际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8#_Toc366574832(Chinese version) 

http://www.upholdjustice.org/node/241  (English version) 
148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一）》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Chinese) 

http://www.upholdjustice.org/node/330 (English) 
149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二）》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Chinese Version) 

http://www.upholdjustice.org/node/358 (English Version) 
150
 《2020 年上半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5 
151《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4131209/http://transplantation.com.cn/About.Asp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06.png 
152《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706201059/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About.Asp 
153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山医院报》院庆专刊第 184 期 2007 年 9 月 22 日 

http://www.zs-hospital.sh.cn/newseveryday/zs_yb/2007-14/1.pdf  

http://qiuyi.baby.sina.com.cn/doctor/DE4r08xQdKSLBTWZXlFq-tVG1BZ1.htm
http://qiuyi.baby.sina.com.cn/doctor/DE4r08xQdKSLBTYVRCI6Imj3t-5V.htm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Fy0C9LuSRVx7bru6w7rGNzFx56fU.htm
http://qiuyi.baby.sina.com.cn/doctor/DE4r0BCkuHzdFg0x2p3cdu-554j7S.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706201059/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About.Asp
http://www.upholdjustice.org/node/241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http://www.upholdjustice.org/node/330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http://www.upholdjustice.org/node/35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706201059/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Abou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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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存档链接：WOIPFG Archived Link: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07.pdf 
154
《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肾移植 

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WOIPFG Archived Link: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87.png 
155
《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2011 年 05 卷 02 期 10-14 页（英文期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TRANSPLANATION(ELECTRONIC VERSION)）“298 例原位心脏移植受者远期疗效分析”作者：杨守国、王春生

、陈昊、洪涛、胡克俭、庄亚敏、林熠、杨兆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外科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复旦大

学器官移植中心,上海,20003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79.pdf 
156《腾讯网》2012 年 3 月 7 日卫生部副部长：死囚是我国器官移植主要来源 

http://news.qq.com/a/20120307/001217.htm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0408233817/http://news.qq.com/a/20120307/001217.htm 
157
 【面对面】黄洁夫：敬畏生命 

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 2018 年 07 月 16 日 

http://archive.is/4iusB 
158
《百度百科》樊嘉简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8%8A%E5%98%89/5496737 

https://archive.is/wip/Qg8DS 
159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外科-专家-樊嘉 

http://www.zs-hospital.sh.cn/zhuanjia/detail.aspx?id=1077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129005201/http://www.zs-

hospital.sh.cn/zhuanjia/detail.aspx?id=10774" 
160中山铁人”和他的粉丝们       解放日报 

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5-03/30/content_79584.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117162324/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5-

03/30/content_79584.htm  
16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第十二任院长 樊嘉 

http://www.zs-hospital.sh.cn/zsintro/deans/d12.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9172516/http://www.zs-hospital.sh.cn/zsintro/deans/d12.htm 
162《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 名医风采  周俭 

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Team.As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6144848/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Team.Asp 
163
《上海理工大学》周俭-硕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发布时间: 2022-06-16   

https://archive.vn/77d9t 
164《新浪育儿》邱双健个人简介 

http://qiuyi.baby.sina.com.cn/doctor/DE4r08xQdKSLBTYVRCI6Imj3t-5V.htm   
165
《好大夫在线》王鲁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TYVMioBq7c5PLvm.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8373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TYVMioBq7c5

PLvm.htm 
166《好大夫在线》黄成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Fy0C9LuSRVx7bru6w7rGNzFx56fU.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401064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Fy0C9LuSRVx7bru6w7r

GNzFx56fU.htm 
167
《新浪育儿》史颖弘简介 

http://qiuyi.baby.sina.com.cn/doctor/DE4r0BCkuHzdFg0x2p3cdu-554j7S.htm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79.pdf
http://news.qq.com/a/20120307/001217.htm
https://baike.baidu.com/item/%25E6%25A8%258A%25E5%2598%2589/5496737
http://www.zs-hospital.sh.cn/zsintro/deans/d12.htm


    

       

           

59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168《好大夫在线》王晓颖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URSkJtvC5s9enjZ.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8370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URSkJtvC5s

9enjZ.htm 
169
《新浪育儿》黄晓武简介 

http://qiuyi.baby.sina.com.cn/doctor/DE4r08xQdKSLBTWZXlFq-tVG1BZ1.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606193905/http://qiuyi.baby.sina.com.cn/doctor/DE4r08xQdKSLBTW

ZXlFq-tVG1BZ1.htm 
170《好大夫在线》贺轶锋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mCtuzfz6DLFjxaq.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8364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mCtuzfz6DL

Fjxaq.htm 
171《新浪育儿》上海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  孙健 

http://qiuyi.baby.sina.com.cn/doctor/DE4r08xQdKSLVKnLVYSdpUn-8HdJ.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83636/http://qiuyi.baby.sina.com.cn/doctor/DE4r08xQdKSLVKn

LVYSdpUn-8HdJ.htm 
172《好大夫在线》徐泱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GXHPTamHsBZYJwWN.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8362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GXHPTamHsBZ

YJwWN.htm 
173《好大夫在线》沈早卓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DjtFC1p9O99C2br23VVO.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8353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DjtFC1p9O99C

2br23VVO.htm 
174《好大夫在线》施国明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Fy0C9LuSQuhOMhrO0miZLC3b3s8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8352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Fy0C9LuSQuhOMhrO0mi

ZLC3b3s8R.htm 
175
《好大夫在线》王征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NKXRF-B6y3vy8xIEOiT.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8351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NKXRF-

B6y3vy8xIEOiT.htm 
176《好大夫在线》孙绮蛮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WhoMSkHa5quGUbEY0en.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8350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WhoMSkHa5qu

GUbEY0en.htm 
177《好大夫在线》肖永胜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LvJs6Bz9GYX-4THvahP.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83448/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LvJs6Bz9GYX

-4THvahP.htm 
178
《百度百科》朱同玉简介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Qgkp3NZNHZGj0v3SClnoN6YS3wqSh7b3yEF2yuTmeVAbA28Ab9jo5DwGsI9kH1

Y8ZGh7mVp5rgR5D9_-yJluK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70142/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Qgkp3NZNHZGj0v3SCln

oN6YS3wqSh7b3yEF2yuTmeVAbA28Ab9jo5DwGsI9kH1Y8ZGh7mVp5rgR5D9_-yJluK 
179《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肾移植 

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6162951/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180《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肾移植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8362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GXHPTamHsBZYJwWN.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8362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GXHPTamHsBZYJwW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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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807041555/http://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181
《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肾移植 

http://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807041555/http://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182《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肾移植 

http://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807041555/http://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183《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肾移植 

http://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807041555/http://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184
《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肾移植 

http://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807041555/http://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185《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肾移植 

http://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807041555/http://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186《好大夫在线》徐志兵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GXQ4eMhoLSNZn1O5.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1809543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GXQ4eMhoLSN

Zn1O5.htm# 
187《好大夫在线》蒋金根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T0gmWD9XRfC4Kp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606165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T0gmWD9XRfC

4Kpr.htm 
188《挂号网》郑如恒主任医师教授 

http://www.guahao.com/expert/12581001343877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65951/http://www.guahao.com/expert/125810013438775# 
189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专家介绍 谭黎杰简介 

http://www.zschest.com/specialist/tlj.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28140428/http://www.zschest.com/specialist/tlj.htm 
190《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专家介绍 范虹简介 

http://www.zschest.com/specialist/fh.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28165449/http://www.zschest.com/specialist/fh.htm 
19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专家介绍  葛棣 

http://www.zschest.com/specialist/gd.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28160334/http://www.zschest.com/specialist/gd.htm 
19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专家介绍  徐正浪 

http://www.zschest.com/specialist/xzl.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28153902/http://www.zschest.com/specialist/xzl.htm 
193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专家介绍  蒋伟 

http://www.zschest.com/specialist/jw.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6143955/http://www.zschest.com/specialist/jw.htm 
194《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外科简介 

http://www.zs-hospital.sh.cn/dept/xw.htm (link not accessible now)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28101158/http://www.zs-hospital.sh.cn/dept/xw.htm  
195《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外科简介 

http://www.zs-hospital.sh.cn/dept/xw.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28101158/http://www.zs-hospital.sh.cn/dept/xw.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807041555/http:/transplantation.com.cn/Kidney.Asp
http://www.zschest.com/specialist/gd.htm
http://www.zs-hospital.sh.cn/dept/xw.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28101158/http:/www.zs-hospital.sh.cn/dept/x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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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 名医风采  王玉琦 

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Team.As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4054324/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Team.Asp 
197《好大夫在线》陈昊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TXfNQsHYQ8uQGIO.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6582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TXfNQsHYQ8u

QGIO.htm 
198
《好大夫在线》杨守国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bElvXkFGpEHP0h6.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6581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bElvXkFGpE

HP0h6.htm 
199
《互动百科》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http://www.baike.com/wiki/%E5%B1%B1%E4%B8%9C%E7%9C%81%E5%8D%83%E4%BD%9B%E5%B1%B1%E5%8C%BB%E9%99

%A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805.pdf 
200《人民网》谭建明先进事迹 

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4/0604/c385611-25104541.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72.png 
20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简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119003417/https://www.shsmu.edu.cn/ylfw/fsyy1/fsdyrmyy.htm 
202《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市器官移植临床医学中心(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心介绍 

http://www.shsmu.edu.cn/default.php?mod=article&do=detail&tid=869374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7.pdf 
203《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市器官移植临床医学中心概况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etail/c179/d87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80.png 
204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市器官移植临床医学中心概况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etail/c179/d87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80.png 
205《互动百科》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http://www.baike.com/wiki/%E5%B1%B1%E4%B8%9C%E7%9C%81%E5%8D%83%E4%BD%9B%E5%B1%B1%E5%8C%BB%E9%99

%A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805.pdf 
206
《人民网》谭建明先进事迹 

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4/0604/c385611-25104541.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72.png 
207 《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修订版》 第 5 页 2007 年 2 月 25 日  

大卫.麦塔斯  大卫.乔高  

http://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report0701/report20070131-ch.pdf  
208《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中心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etail/c179/d61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6581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bElvXkFGpEHP0h6.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6581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bElvXkFGpEHP0h6.htm
http://www.baike.com/wiki/%E5%B1%B1%E4%B8%9C%E7%9C%81%E5%8D%83%E4%BD%9B%E5%B1%B1%E5%8C%BB%E9%99%A2
http://www.baike.com/wiki/%E5%B1%B1%E4%B8%9C%E7%9C%81%E5%8D%83%E4%BD%9B%E5%B1%B1%E5%8C%BB%E9%99%A2
http://www.baike.com/wiki/%E5%B1%B1%E4%B8%9C%E7%9C%81%E5%8D%83%E4%BD%9B%E5%B1%B1%E5%8C%BB%E9%99%A2
http://www.baike.com/wiki/%E5%B1%B1%E4%B8%9C%E7%9C%81%E5%8D%83%E4%BD%9B%E5%B1%B1%E5%8C%BB%E9%99%A2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etail/c179/d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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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808.png 
209追查国际发布上海市非军队系统医疗机构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 

2014 年 12 月 22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69#_Toc404902983 
210
人民网《谭建明先进事迹》 

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4/0604/c385611-25104541.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72.png 
211《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修订版》 第 5 页 2007 年 2 月 25 日  

大卫.麦塔斯  大卫.乔高  

http://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report0701/report20070131-ch.pdf  
212
 谭建明先进事迹  《人民网》 

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4/0604/c385611-25104541.html 

https://archive.is/kfG6Q 

追查国际存档连结：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60.pdf 
213
 彭志海，上海市器官移植中心主任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805045.htm 

https://archive.is/kRpzW" 
214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 调查时间：2016 年 7 月-2017 年 6 月 

2017 年 7 月 19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215《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中心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etail/c179/d114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811.png 
216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中心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etail/c179/d114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811.png 
217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中心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etail/c179/d61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808.png 
218《中国器官移植网》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脏移植中心简介 日期：2011-03-01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ShangHaiShiDiYiRenMinYiYuanKuaiXun/2011-03/5457.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814.png 
219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 

http://www.cdyfy.com/ksjs/ksjs.asp?kscode1=0208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266.png 
220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 

http://www.cdyfy.com/ksjs/ksjs.asp?kscode1=0208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266.png 
221《追查国际》追查国际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8#_Toc366574833 
222《百度百科》彭志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AD%E5%BF%97%E6%B5%B7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29.pdf 
223《人民网》谭建明先进事迹 

https://archive.is/kfG6Q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60.pdf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etail/c179/d114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etail/c179/d61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ShangHaiShiDiYiRenMinYiYuanKuaiXun/2011-03/54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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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4/0604/c385611-25104541.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72.png 
224 彭志海，上海市器官移植中心主任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805045.htm 

https://archive.is/kRpzW" 
225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张先有简介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462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3044505/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4627 
226《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邱建新简介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462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3044703/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4626 
227《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范昱简介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462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3044738/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4623 
228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沈冰简介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473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3044648/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4734 
229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秦燕简介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473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3044826/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4733 
230《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刘志宏简介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473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3044708/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4735 
231《好大夫在线》徐东亮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pNjsVkFGpEHP0h6.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0300582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pNjsVkFGpE

HP0h6.htm 
232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郭义峰简介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473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200008/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4731 
233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刘永简介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473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200003/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4732 
234
《医元网》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唐孝达 

http://tangxd.u.yynet.cn/intro.ph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200004/http://tangxd.u.yynet.cn/intro.php 
235《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凌桂明简介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768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3044745/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7685 
236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陈国庆简介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153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317092631/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11534 
237《中国器官移植网》2007 年 11 月 08 日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团队  来源：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ShangHaiShiDiYiRenMinYiYuanZhuanJiaTuanDui/2007-

11/2161.htm 
238《好大夫在线》徐军明简介 http://shengming.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xORZYMhoLSNZn1O5.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0063407/http://shengming.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xORZY

MhoLSNZn1O5.htm 
239《好大夫在线》钟林简介 http://haodf.health.sohu.com/doctor/DE4r08xQdKSLVKoMTOLYsexE0YC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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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0063923/http://haodf.health.sohu.com/doctor/DE4r08xQdKSLVKoM

TOLYsexE0YC8.htm 
240
《中国器官移植网》钟林--肝移植，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6032&cid=2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0064026/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6032&

cid=216 
241
《中国器官移植网》邢同海--肝移植，副主任医师  [日期：2012-02-

22]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6041&cid=2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0065004/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6041&

cid=216 
242
《医元网》周光文简介 http://zhougw.u.yynet.cn/intro.ph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0065649/http://zhougw.u.yynet.cn/intro.php 
243《中国器官移植网》 [日期：2011-03-01] 孙星--肝移植，副主任医师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5463&cid=2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0070214/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5463&

cid=216 
244《中国器官移植网》2007 年 11 月 08 日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团队  来源：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2161&cid=2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0070602/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2161&

cid=216 
245《中国器官移植网》2007 年 11 月 08 日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团队  来源：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2161&cid=2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0070602/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2161&

cid=216 
246《中国器官移植网》2007 年 11 月 08 日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团队  来源：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2161&cid=2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0070602/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2161&

cid=216 
247
《中国器官移植网》2007 年 11 月 08 日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团队  来源：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2161&cid=2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0070602/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2161&

cid=216 
248《中国器官移植网》2007 年 11 月 08 日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团队  来源：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2161&cid=2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0070602/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2161&

cid=216 
249《中国器官移植网》2007 年 11 月 08 日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团队  来源：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2161&cid=2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0070602/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2161&

cid=216 
250
《中国器官移植网》2007 年 11 月 08 日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团队  来源：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2161&cid=2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0070602/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2161&

cid=216 
251《中国器官移植网》2007 年 11 月 08 日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团队  来源：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2161&cid=2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0070602/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2161&

cid=216 
252《好大夫在线》裘正军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DWeyfCGGbOLh9BQ.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0065004/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6041&cid=2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0065004/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6041&cid=216


    

       

           

65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0305243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DWeyfCGGbOL

h9BQ.htm 
253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刘焰简介 

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939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1002062739/http://www.firsthospital.cn/Content/Doctor/9391 
254《医元网》盛敏杰大夫简介 

http://shengmj.u.yynet.cn/intro.ph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95808/http://shengmj.u.yynet.cn/intro.php 
255《好大夫在线》陈嘉薇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DlFkgzM21bXlzu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3230248/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DlFkgzM21bX

lzuR.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