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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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包含其中七篇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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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 12 号 

 

 

前言 

 

追查国际调查发现该院器官移植量大，器官等待时间超短，最短的入院的当天实施肝移植手术。供

体充足可挑选供体，每天都有移植手术。当调查员问“炼法轮功的那个，咱现在还有吗？”护士回

答“你问医生好吧！……你这种先不要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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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器官移植中心概况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建于 1907 年，前身是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
1。复旦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于 2002 年 2月在该院成立，郑树森院士任所长，裘法祖院士等为顾

问。研究方向主攻大器官移植临床和基础研究2。 

院长丁强，擅长肾脏移植手术3。普外科副主任、肝移植中心主任王正昕，主刀完成超过 1400 例次

肝移植，是国内单人肝移植例数最多的专家之一，目前年均肝移植 180-230 例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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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器官等待时间超短 

 

器官等待时间超短，入院的当天有肝源，实施肝移植举例： 

病患家属叙述摘要，2016 年 4月 24日，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医生说 “他父亲已经严重肝衰竭，必

须马上住院，否则有生命危险，不用回家收拾了，需要立即住院” ， “在 4月 28 日，如愿转入华

山医院。很幸运，刚刚转入院的当天，医生马上找我们谈话，当天正好有肝源适合他父亲”5。4月

28 日 22点 30 推进手术室，29 日凌晨 1点，肝源到达手术室，衰竭的肝成功移除，肝源成功移植，

8 点病人安然出了手术室。医生告知，肝移植手术很成功。 

 

三、电话调查 

 

提要：“可挑选供体、有当天就做移植的、供体充足、肝移植数量大、外援、每天都有移植手

术” 

调查对象：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肝移植值班医生 

调查时间：2018 年 6月 25 日（+86-2152887174） 

内容提要 

1. 肝移植做得很多，每年能做 200 例。 

2. 今年能突破 200 例。上周做 4 台 

3. 调查员问：能找年轻健康供体？医生答：这个东西呢，具体的，你得要过来，然后找我们移植组

的教授谈一谈。 

（录音 1.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42）
6
 

 

调查对像：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肝移植病房护士7 

调查时间：2019 年 11月 30日 （+86-2152887170） 

内容提要：我们这儿有三天做成的，等一个月的也有。 

(录音 2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65） 

 

调查对象“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_肝移植_医生8 

调查时间：2017 年 8 月 31 日(+86-2152889999) 

内容提要：等肝移植，A型血反正一个月之内应该是可以的。我们一年一百多吧，今年 八、九十台

了。 

(录音 3 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23) 

 

调查对象：上海华山医院_肝移植科_医生办9 

调查时间：2016 年 11月 2日（+86-2152887174） 

内容提要：我们肝移植今年做了一百多例了，今天就做了 2台。我们这儿供体比较充足。 

(录音 4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22)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78.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78.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65.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65.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23.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10.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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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上海华山医院_肝移植_值班医生
10
 

调查时间：2017 年 3月 7日（+86-2152887174） 

内容提要：去年做了一百多例，也有人刚来就可以直接做。从来没有间断过，每天有做，常规开展

的。 

(录音 5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23) 
 

调查对象：贵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_肝移植病区_医生
11
 

调查时间：2017-08-14 电话（+86-85186773015） 

内容提要：以前是我们自己做，停了三年，今年开始做。周六做了第一例, 肝源等了一个 多月。确

定有肝源了，就打电话给上海，医生飞过来。我们请上海华山医院来协助，他应该是上海做肝移植

做得最多的。 

(录音 6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86) 
 

调查对像：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肝移植郑医生12： 

调查时间：2017 年 10月 23日（+86-2152887174） 

内容提要：每年能做 200 例，今年己做了快 200 例了。今年会比去年多。原则上他们这个供肝肝源

是保密的呀！ …… 

(录音 7下载：MP3，文稿下载：pdf 附件 134） 
 

四、值班护士：要法轮功的（器官），去问医生！ 

调查对像：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肝移植病房护士13 

调查时间：2019 年 11月 30日 （+86-2152887170） 

内容提要：  

问：炼法轮功的那个，咱现在还有吗？  

答：我不知道，你问医生好吧！……你这种先不要问了。  

问：我想就要做那个法轮功的！  

答：你去问医生吧，我这个问题不能回答你呀！ 

（录音 8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65） 

 

五、责任人名单 

SFDX-HS 001 丁强  

职务职称：院长并担任复旦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所

长等职。个人简历：1995 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获博士学位。1996 年破

格晋升为副教授，担任华山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1999 年破格晋升为正教授，2002 年

起任泌尿外科主任。2003 年 12 月起担任华山医院副院长，2008 年 5 月起担任华山医院

院长。大量开展肾移植手术14。  

SFDX-HS 002 钱建民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科主任，肝移植、肝脏外科专业学科带头人。

  

个人简历：组织实施了肝脏移植术 150余例，其中 64 例为活体供肝肝移植术。对各种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11.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1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8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86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1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16.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65.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6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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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终末期肝硬化、重型肝炎、门脉高压症上消化道出血实施肝脏移植治疗
15
。  

SFDX-HS 003 张浩  

职务职称：肝病诊治中心、肝脏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历：1986 年至 1991 年就读于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获学士学位，毕业

后从事普外科临床工作。1994 年至 1997 年于南京医科大学普通外科专业，获硕士学

位，2000 年获得普外科博士学位。从 1995 年起，完成经典式肝移植、背驮式肝移

植、改良背驮式肝移植 100 余例，活体供肝亲体部分肝移植 20 余例16。  

 

SFDX-HS 004 蔡端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擅长肝脏移植17。  

SFDX-HS 005 芮晓晖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1969年 2月出生， 

个人简历：1993 年 6 月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获医学学士学位。1993 年 7月进

入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外科工作。1995 年考取华山医院外科在职临床医学研究

生，导师为华山医院外科蔡端教授，1997 年转博，2000 年 6月毕业，获医学博士学

位。1998 年升任外科主治医师，2003 年升任外科副主任医师。为中华医学会上海中西

医结合学会会员。2003 年至今参加完成临床原位肝移植手术近 30 例、临床肝肾联合移植 1例18。

  

SFDX-HS 006 张群华  

职务职称：普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擅长肝（肝移植）
19
 。  

 

SFDX-HS 007 钦伦秀  

职务职称：院长助理兼外科主任，肝胆外科主任，外科教授、主任医师。 

个人简历：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973）首席科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肝移植近百例。擅

长：肝移植
20
   

 

SFDX-HS 008 王翔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历：1968 年 1月生，硕士生导师。1992 年山东医科大学英语医学班毕业。1999

年获复旦大学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博士学位。 2000-2001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

大学博士后。2003 年美国科塔基大学访问学者。擅长肾移植21。  

 

SFDX-HS 009 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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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职称：肾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历：擅长肾移植术前配型，术后各种急、慢性排斥反应的治疗22。  

 

SFDX-HS 010 张元芳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复旦大学泌尿外科研究

所所长；器官移植学分会委员。  

个人简历：1963 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疗系，同年 9

月分配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外科任住院医师，1979 年起任外科主治医师。

1986 年任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1988 年担任上海医科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1989 年晋升为外科学教授。1990 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1995 年 3月，调入

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任医院院长。1980 年 2月～1982 年 4月，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泌

尿外科医院学习泌尿外科、血液透析及肾移植。1992 年 10 月～1994 年 8月，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长岛学院医院泌尿外科学习泌尿外科和分子生物学。主攻器官移植23。  

 

SFDX-HS 011 王宜青  

职务职称：心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历：1990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原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上海市心血管

病研究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外科。擅长心脏及心肺移植术24。 

 

SFDX-HS 012 王正昕  

职务职称：医学博士，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肝移植中心主任。目前任中国医

师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移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

会基础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个人简历：2007 年前往香港玛丽医院范上达院士处进修学习活体肝移植及各类规则肝癌切除手术，

2010 年前往台湾高雄长庚纪念医院学习小儿活体肝移植。实施了医院首例二次、三次及四次肝移

植，首例急诊重肝肝移植，首例半转位肝移植、肝肾联合移植等手术25。擅长肝移植（活体肝移

植）、二次肝移植及肝移植术后并发症的处理等。主刀共完成超过 1400 例次肝移植
26
。 

 

 

 

 

追查国际对北京协和医院及责任人涉嫌活摘 

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 

（东单院区）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一号，100730； 

（西单院区）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41 号，1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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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协和医院移植团队强大，可组成多个肝肾移植组，手术量应很大，器官来源涉嫌为非正常。肾

移植可提供急诊绿色通道。2013 年，黄洁夫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的采访中披露，2012 年其本人

主刀肝移植就达 500 多例，其中自愿捐献的仅 1 例27。而且，是首例公民自愿捐献的肝脏移植手术。

诡异的是，该院官网没有肝肾移植的数量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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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概况 

 

北京协和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综合三级甲等医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定的全国疑

难重症诊治指导中心，最早承担高干保健和外宾医疗任务的医院之一。目前，医院共有 4 个院区、

在职职工 4000 余名、两院院士 3 人、临床和医技科室 57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20 个、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 29个、博士点 22个、硕士点 29 个、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 6个，开放住院床位 2000 余张28

。 

 

北京协和医院外科，是国内开展肝脏切除手术最早的医院之一，之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肝脏

专业组的基础上发展到肝脏外科中心，一直到目前独立的肝脏外科。原卫生部 

副部长黄洁夫为科室名誉主任29。 

 

 

一、肝移植科主任黄洁夫本人 2012 年完成 500 例肝移植 

 
北京协和医院只报了首例肝移植30。 

 

 

 
 

 

图 1    北京协和医院网页快照 

 

  

2013 年，黄洁夫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的采访中披露，2012 年其本人主刀肝移植就达 500 多例，

其中自愿捐献的仅 1例31。而且，是首例公民自愿捐献的肝移植手术。黄洁夫是中共前卫生部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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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2
，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OTC）主任（2006 年 7月）

33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委

员会（CODC）主任委员（2008 年）
34
。 

 

 

 

 
 

  

图 2  2013 年 3月《大洋网》网页快照 

 

 

2020 年 3 月 20 日，黄洁夫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他坚持每周在协和医院外科从事临床

工作，实际上指操刀做肝移植手术35。 

 

 

二、移植团队强大，可组成多个肝肾移植组 

 

黄洁夫是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还兼任多职，有大量政府和社会事务，每年还要进行大量的国内外

访问、公务旅游等，不可能是最多的手术操作者。他只是全国最著名的医院，协和医院的一个肝移

植的医生。黄洁夫 2001 年到协和医院。该院现有博士生导师 2名，硕士生导师 3 名，正副教授 5位

，主治医师 5位，所有成员均有博士学位。实力雄厚。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每年均正常招收一定

数量进修医师，对他们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培训36。 

 

从团队看，该医院可组成多个肝移植团队，手术量应很可观的，可是不见报道。  

 

 

三、肾移植可提供急诊绿色通道 

 

2002 年科室专门成立肾移植病房，全部高标准达到脏器移植病房的设计要求。肾移植病房、血液透

析中心、肾移植手术室，全部呈垂直分布。增设肾移植专科门诊，同时开辟肾移植患者急诊绿色入

院通道37。 

 

 

四、肾移植中心 

 

泌尿外科现有 2个病区，病房床位数 80 多张。自上世纪 70年代开展肾移植工作。是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国内最早授权的泌尿外科博士授予点之一，现有博士生导师 3 名，硕士生导师 8 名。近年来先
后培养博士及硕士研究生 30 多名。现在每年招收博士及硕士学位研究生 6-8 名，现有在职研究生

12 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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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的肝移植培训基地 

 

2006 年 6 月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获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 in New York, 

CMB）一百万美元的基金资助。该项目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为主体，由中山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共同承担完成，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为该项目的领头人39。 

 

六、该院涉嫌删除数据 

 
协和医院诡异的地方是，大陆所有的论文检索网站已经找不到该医院关于肝移植的论文，肾移植也

数量很少。医院的官方网站也删除了所有的与肝移植数量相关的网页。并 10 年没有更新肾脏移植数

据40。   

 

七、责任人名单 

 

BJXH001 黄洁夫，男。出生日期：1946 年 3月 8 日。籍贯：江西吉安。实际出生地：湖南怀化市洪

江古商城，育婴巷 5号41。 

个人简介：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

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名

誉主任，肝脏外科主任，兼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目前为国家器官移植委员会（OTC

）主任委员，美国器官移植协会（ASOT）的终身会员。  

黄洁夫教授早年毕业于中山医学院医疗系，后获外科学硕士学位。  

1984－1987 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研修肝胆外科。他多次被邀请为国际会议的主

席和副主席，先后被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南伊尔诺州大学（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聘为外科学客座教授，并成为国际医学

教育指导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亚洲肝胆胰外科协会中国委员。  

他组织了一支以中青年归国学者为主体的肝移植队伍，进行了大量的肝移植工作42。2012 年底，黄

洁夫到广州参加会议时，就利用会议间隙亲手主刀了 3 例肝移植手术。当《广州日报》记者提起此

事时，黄洁夫说：“我去年做的肝移植手术有 500 多例43。 

 

BJXH002 石冰冰，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  

1985 年开始从事泌尿外科的临床工作。1995 年在日本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又进行了 2 年多的博士

后研究。录入北京市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执业医师名单44。 

 

 

BJXH003 李汉忠，男。出生日期：1951 年 11 月。汉族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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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外科学系常务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90 年代曾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学中心及康奈尔大学泌尿外科进修做访问

学者。1985 年开始进行同种异体肾移植工作，完成 500 例以上肾移植手术46。 

 

 

BJXH004 纪志刚，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泌尿外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中华医学会北

京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Transplantation》中文版编委。肾脏移植：已主管该科肾

脏移植工作 12 年，累计完成肾移植 540 余例47。 

 

BJXH005 王惠君，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擅长肾移植48。 

 

BJXH006 毛全宗，男。中共党员。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就职北京协

和医院泌尿外科。2005 年赴美从事博士后研究。录入北京市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

临床应用能力的执业医师名单49。 

 

BJXH007 谢焱，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治医师。1997 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03 年毕

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在职博士在读。参加工作 13 年，历任住院医师

、总住院医师及主治医师，具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主要从事泌尿外科各种疾病的

诊治及肾脏移植管理工作50。 

 

BJXH008 文进，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2004 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获得泌尿外科博士学

位并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工作，2006 年晋升为主治医师，2009 年获得卫生

部副主任医师资格。擅长肾移植的诊断和治疗工作51。 

 

BJXH009 周敬敏，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治医师。擅长肾移植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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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XH010 张寅生，男。出生日期：1974 年 9 月。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治医师。擅长肾移植53。 

 

BJXH011 钟守先，男。出生日期：1934 年 2 月。浙江绍兴人。出生地：上海。  

个人简介：肝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1952 年-1954 年就读于南开大学生物系，1960 年毕业于前苏联哈尔科夫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回国后

在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就职，历任外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教授、教授；1981 年任北京协和医院

基本外科副主任，1983 任基本外科主任、外科学系副主任；1988 年晋升为外科教授并任学系主任；

1993 年成博士生导师。  

1986 年 6 月至 1987 年 10 月在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约翰·霍普金期大学医学院及罗马林达医学

院外科学习。录入北京市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执业医师名单54。 

 

BJXH012 毛一雷，男。宁波人。  

个人简介：肝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1989-1990 年于澳大利亚 Modbury医院行医，

1997 年瑞典 Lund 大学外科获博士学位，1997-1999 年美国哈佛医学院 Joslin 研究中心

博士后，美国麻省总医院肿瘤外科临床培训。录入京市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

用能力的执业医师名单55。 

 

BJXH013 桑新亭，男。  

个人简介：肝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肝脏外科副主任。1986 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

学，获医学临床学士学位；同年到协和医院外科工作。2007 年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

院获博士学位。1993 年至 1995 年于瑞典 Karolinska 学院做访问学者。被录入北京市

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执业医师名单56。 

 

BJXH014 李莹，女。 

个人简介：眼科教授、主任医师。北京协和医院角膜、眼库、眼表、准分子激光近视

手术专业组组长。擅长角膜移植手术57。 

 

BJXH015 王忠海，男。  

个人简介：眼科主治医师。1987 年考入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六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1993 年获学士学位。1993 年至今历任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主

治医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讲师。十多年来主要从事常见眼病以及角膜病的诊治、

角膜移植手术及相关专业的临床医疗和科研工作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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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北京海淀区花园北路 49 号 

 

 

前言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肾移植数量 2004 年居北京市首位。其所属的北京大学器官移植中心，曾在一年之

内做过 4000 例肝肾移植手术。 在追查国际电话中该院医生说：“我们肾移植有 11 个医疗组，都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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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概况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始建于 1958 年，是国家卫健委管的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

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截至 2018 年底，在岗职工 5157 人，平均开放床位 1891 张。医院设有 36

个临床科室、10 个医技科室。拥有 27 个博士点、1 个临床博士后流动站。在岗博士生导师 57 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59。 

 

 

一、北京大学器官移植中心 曾在一年之内做过 4000 例肝肾移植手术 

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的前身——北京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于 2001 年 10 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亲自指导下成立，研究所由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人民医院、第三医院等北京大学所属的 5 家医疗机构联合组成，旨在整合优势，推进包括

肝移植、肾移植、胰腺移植、心脏移植、角膜移植、骨髓移植等医疗和科研的开展60。研究所所长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朱继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医院曾在一年

之内做过 4000 例肝肾移植手术” 61。  

北大三医院 2000 年 5 月，临床肝移植正式开始。当年即完成 15 例。随后，肾移植、胰肾联合移植

也相继开展，器官移植成了该院的常规手术。移植中心肝移植的效果及数量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处于

前列62。 

2005 年 12 月，北大三院新外科大楼搬迁启动。新楼有 470 张床位63。 医院称肝移植中心迁至新外科

大楼，医院为肝移植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64。 

 

二、该院肝肾移植中心团队强大 

肝脏外科医生 12 名，包括教授 2 名，副教授 4 名，主治医生 6 名，其中，5 位获得国外或国内博士

学位，4 位获得国外或国内硕士学位；器官移植专职麻醉医师 6 名，其中具有高级职称 2 名。6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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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尿外科现有两个病区，床位 64 张，教授、主任医师 8 人（包括博士生导师 1 人），副教授、副主

任医师 8 人，主治医师 5 人。下属器官移植学等多个专业组。66 

 

三、马潞林领衔肾移植中心，肾移植数量 2004 年居北京市首位 

2001 年 1 月至今，主任医师马潞林任该院泌尿外科主任。该院肾移植 2001 居北京市第三位，跨入全

国大的肾移植中心行列。2004 年居北京市首位67。马潞林兼任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常委兼肾脏
移植学组组长、北京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 

 

四、电话调查显示：有 11 个肾移植组，都能做。 

 

调查对象：北京大学第三医院_肾移植医办_医生68 

调查时间：2017-08-29 电话（+86-1082267523） 

内容提要：我们一年做一百多例。我们肾移植有 11 个医疗组，都能做。 

(录音 1 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0) 

 

 

调查对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肾移植马潞林69 

调查时间：2019 年 10 月 29 日 （+86-156119082820） 

内容提要  

问：在你们那儿要排号的话，半个月，一个月之内能不能有可能做上？ 

答：这可能性是有的，比较小。 

问：那个大夫说他 B型血可能好配，不知道在你们医院可不可以配？ 

答：这样吧，那个下周一上午来我门诊吧！下周一上午。 

(录音 2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40） 

 

 

调查对象：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肝移植中心医生70 

调查时间：2020 年 2 月 24 日（+86-1082267320） 

内容提要： 

1，天津一中心，它是做得最多的！ 

2，朝阳那做，朝阳也能做。 

3，现在不是不收，要做那个筛选肺炎以后可以收。 

4，肝移植会等几个月。 

5，十几万、二十几万吧，大概整个手术费用。 

6，肝源费，目前是红十字会单独给做那个，单独给那个供体。 

7，问：肝移植我一共准备十几万就够了是吧？连住院带。肝源那费用是不是给红十字会？ 

答：红十字会他会从住院费里边给你划出去。肝源是另外，肝源是红十字会，他可能是。 

8，你可以挂明天下午郑高植郑主任的号。 

 

(录音 3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08） 

 

 

五、医院获得国家大量资金从事与器官移植相关的研究 

 

http://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2008/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yienizhonghe/2008-10/3088.htm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10-Beijing-PekingUn-3-Doctor.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40.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40.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08.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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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前列腺增生与 Caa 基因多肽性相关性研究），国家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

撑计划项目 1 项，获得北大 985 资助的科研基金 2 项（猪胰肾联合移植门――肠引流动物模型的建

立，肾移植术后排斥反应的监测），国家 973 循证医学基金一项（胰肾移植肠引流与门脉引流的比

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临床重点资助项目 2 项（胰肾联合移植，腹腔镜活体供肾移植），总金额

300 余万71。 

 

六、责任人名单 

BJDX-D3YY001 张同琳  

职务职称：普通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1969 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 1982 年获北京医学院医学硕士学位（外科

学专业）。 1995 年起 任主任 医师、教授，现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

，博士生导师，中华外科学会委员，北京分会委员。1993 年 12 月至 1995 年 3 
月赴美国新奥尔良 Ochsner Foundation Hospital 进修器官移植。2000 年以来，

已完成临床同种原位肝移植 200 多例。肝移植手术在三院外科已经成为治疗终末期肝病的常规手术
72。 

 

BJDX-D3YY002 马潞林  

职务职称：医学硕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

主任 

个人简介：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常委兼肾脏移植学组组长、北京医学会泌尿外

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

员。1979 年 9 月-1984 年 7 月 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获医学学士学位。 

1988 年 9 月-1991 年 7月 301 医院研究生院泌尿外科，获医学硕士学位。1984 年 7月-1988 年 8月 

石家庄和平医院泌尿外科 住院医师。 

1991 年 9 月-1995 年 6月 北京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 主治医师。1995 年 7月-2001 年 1月 北京朝阳

医院泌尿外科 副主任医师。2001 年 1 月至今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 主任医师、科室主任。

长期作肾移植工作，已完成肾移植 1200 余例。已做胰十二指肠肾联合移植 20 余例73。 

 

BJDX-D3YY003 侯小飞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侯小飞副主任医师赴世界上开展胰腺移植最早、最多的医院——美国明尼

苏达大学移植中心学习，已掌握此项先进技术，自 2001 年来成功开展了同期胰肾联合

移植手术，该院是目前全国开展此手术数量最多的医院之一74。  

BJDX-D3YY004 修典荣  

职务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个人简介：北京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曾在日本自治医科大学从事腹部外

科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已进行肝脏移植手术近百例。对肝脏移植的经典术式、改良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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驮术式等均有较高的造诣
75
。 

 

BJDX-D3YY005 袁炯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专业方向：肝脏移植
76
。 

 

 

BJDX-D3YY006 王昌明  

职务职称：普外科主治医师  

个人简介：2002 年 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学位； 2002 年 9 月至

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外科工作。2000 年 5 月至 2001 年 2 月，意大利巴维亚大学

圣玛窦医院学习器官移植。专业特长：肝移植77  

 

BJDX-D3YY007 蒋斌  

职务职称：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1990 年进入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七年制学习，1997 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

。此后一直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工作。 

北医三院 2000 年开始至今已完成逾 300 例肝脏移植，是经卫生部批准注册能进行肝脏移植的北京 4

家医院之一。10 年一直参与移植工作，肝脏移植的供体获取、受体手术、围手术期处理和术后随访

、并发症的处理
78
。 

 

BJDX-D3YY008 杨晓霞  

职务职称：普通外科肝移植协调员。 

个人简介：1981-1984 年 北京医学院附设卫校护理专业。1985-1988 年 北京广播电

视大学图书馆专业。2000-2004 年 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专业。1984 年毕业后即在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工作，分别就职于急诊室、儿科、手术室、外科、动物试验室等。为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协调员
79
。 

 

 

BJDX-D3YY009 宋世兵  

职务职称：普通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83.8-1989.7 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获医学学士学位; 1989.8-1991.8 北

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外科工作; 1991.8-1994.7 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院获临床医学博

士学位;1994.7-1999.9 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外科任主治医师; 1999.9-2004.9 北

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外科任副主任医师 。2004.6 至今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外科任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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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1-1999.7 英国利兹大学生理系及 St. James 大学医院器官移植科学习, 并获科学研究硕士学

位 (MSc) 。1997 年至 1999 年在英国 Leeds 大学学习肝移植，师从英国著名的器官移植专家 Peter 

Lodge 教授，在器官保存及肝脏移植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获得 Leeds 大学生理学科学研究硕

士学位。近几年主要从事肝脏外科的临床和科研工作，特别是肝脏移植及肝切除手术。有 200 余例

供体肝脏切取及 100 余例肝脏移植手术80。 

 

BJDX-D3YY010 原春辉  

职务职称：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擅长：肝移植81。 

 

BJDX-D3YY011 马朝来  

职务职称：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 主攻专业从医经历： 

个人简介：1992 年 9月至 1999 年 8月，北京医科大学，获临床医学硕士学位。1999 年 8 月至 2000

年 8月，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2000 年 8 月至 2003 年 8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临床

医学博士。2003 年 8月至今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治医师。擅长肝移植
82
。 

 

BJDX-D3YY012 王港  

职务职称：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肝移植83。 

 

BJDX-D3YY013 孙涛  

职务职称：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1999 年 8月至 2004 年 7月，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并获医学博士学位。2004 年 8月

至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工作。擅长肝移植84。 

 

BJDX-D3YY014 王德臣  

职务职称：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1994 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

工作至今，历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开展肝移植
85
。 

 

 

BJDX-D3YY015 侯小飞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现任职科室党支部书记。 

个人简介：中华医学会北京医学器官移植青年委员。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能够完

成同种异体肾移植，胰肾联合移植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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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DX-D3YY016 罗康平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开展肾移植
87
。 

 

 

 

BJDX-D3YY017 赵磊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师从于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泌尿外科专家郭应禄教授、陈忠新教授，

2003 获得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博士学位。能够独立完成取肾、肾移植88。 

 

 

BJDX-D3YY018 王国良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2008 年在美国 Cleveland Clinic 医学中心参观学习腹腔镜技术，2009 年

参加泌尿外科医师培训学院将才工程学习班赴美国南加州大学（USC）参观学习泌尿系

肿瘤。2010 年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学习泌尿系肿瘤。多次参加国内、国际泌尿

移植会议交流及讲课。目前已独立完成肾移植手术数百例89。 

 

BJDX-D3YY019 张树栋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2004 年获医学硕士学位，2009 年获医学博士学

位。师从著名泌尿外科专家马潞林教授，毕业后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历任住

院医师、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从事泌尿外科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

工作。2008 年赴新加坡中央医院与国立大学医院泌尿外科访问学习；2009 年赴香港韦尔斯亲王医院

泌尿外科访问学习；2012 年获奥地利财政部博士后研究基金资助在维也纳大学总医院做访问学者；

2012 年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郑裕彤博士奖助金资助在香港玛丽医院任 “Clinical Fellow” 90

。2001 年 1月到 2005 年 7月，参与实施同种异体肾移植术 615 例和供体切取
91
。 

 

BJDX-D3YY020 孙凌波  

职务职称：心外科副主任，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1986 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1986 年--1995 年

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外科工作。2001 年回国，

2008 年 2月由北京安贞医院心外科调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外科主任。 1995 年

--2001 年留学日本并获得博士学位。擅长心脏移植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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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DX-D3YY021 闫天生  

职务职称：胸外科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1990 年-1993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学院博士研

究生。1985 年-1988 年，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 1978 年-1983 年，中

国医科大学本科生。目前致力于肺癌以微创外科为主的综合治疗器官移植的临床基

础及应用研究（肺移植及心肺联合移植、气管移植、胸腺移植等）
93
。 

 

BJDX-D3YY022 洪晶  

职务职称：眼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自 1996 年开始独立完成角膜移植手术，2002 年被任命为角膜病中心主任

、中国医科大学眼库主任。目前已完成穿透及板层角膜移植手术 800余例，羊膜移

植手术 100 余例。其中对严重酸碱烧伤及重症眼前节感染的患者行眼前节重建手术

100 余例；角膜移植联合白内障及人工晶体植入手术 50 余例；角膜移植联合抗青光

眼手术 50 余例；角膜移植联合干细胞移植、羊膜移植及穹隆成形手术 30余例；角

膜移植联合玻璃体切割术 10 余例。该院的手术具东北地区的首位
94
。 

 

 

BJDX-D3YY023 许永根  

职务职称：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1990 年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现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

。2005 年获韩国忠南大学眼科学博士学位。已完成相关手术数千例，其中包括各种

复杂角膜移植手术95。 
 

 

BJDX-D3YY024 冯云  

职务职称：眼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毕业后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工作至今，历任住院医，住院总医师，主

治医师。 2010 年 9 月至 2011 年英国雷丁大学 (university of Reading, UK) 访

问学者，主修角膜干细胞研究及组织工程化角膜的体外重建。2011 年国际眼科协会

ICO（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ophthalmology）fellowship 获得者，赴德国里根

斯堡大学眼科医院学习玻璃体视网膜专业，并参观学习了最新的角膜内皮移植手术（

DMEK。擅长各类角膜移植手术，角膜内皮移植术，角膜缘干细胞培养移植术以及角膜移植联合玻璃

体切除等96。 

 

 

BJDX-D3YY025 郝燕生  

职务职称：眼科教授、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1976 年毕业于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1989 年获硕士学位，1989 年破

格晋升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1993 底破格晋升眼科主任医师，1995 年晋升教授

。2001-北京大学眼科中心主任医师，教授。1988 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短期参观学

习，1993-1994 年香港中文大学眼科访问学者。专长于角膜移植联合手术等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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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DX-D3YY026 马志中  

职务职称：眼科教授。  

个人简介：1972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1983 年毕业于军医进修学院，获硕

士学位。毕业后在解放军总医院眼科工作。2001 年任北京大学眼科中心常务副主任

。角膜移植方面也同样具有较高的水平98。  

 

 

BJDX-D3YY027 万峰  

职务职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83 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工作 5年
并晋升为主治医师。1988 年出国留学旅居欧美 8年，先后任法国巴黎第十二大学医学院心外科外籍

临床医生（1988-1990）、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心脏外科研究室访问教授（1990-1991）、加拿大安

大略大学医院心肺移植临床研究员（1993-1994）、美国圣·文森特医学中心心脏研究所客座教授和

心脏外科临床研究员（1991-1996）
99
。 

 

 

 

追查国际对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青岛市南区江苏路 16 号 

 

 
前言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是国家最早一批开展肾移植手术的医院。2014年自原武警北京总院肝移植研究所

副所长臧运金受聘来此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持工作，肝肾移植量大增。近年电话调查显示：该院器

官移植量已居山东省最高；等待时间短，甚至过来直接就做；肾供体充裕得过剩，有些送给上海的

医院了。供体不是来自红会，有自己获取器官的渠道。2019年青岛周边还在发生法活摘轮功学员器

官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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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概况：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等功能为一体的省属综合性三级甲等医

院。目前医院市南院区、崂山院区等开放床位 4978张。医院现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1298 名，博士

962 名，硕士 1842 名，留学归国人员 200余名。外聘院士 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 12 人

。 

2022 年 12 月 28 日该院官网称：医院打造了国内一流的器官移植中心，目前已完成高难度心脏移植

36 例，肝脏移植 1008 例，肾移植 1801 例，肺移植 16 例，数量及水平稳居全省第一
100
。 

 

一、臧运金主持器官移植中心后，移植量在国内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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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在医院建设器官移植中心的背景下肾脏移植科单独成立科室，移植例数逐年增长
101
。 

2014 年 2 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宣布成立器官移植中心，原武警部队总医院肝脏移植研究所常务副

所长臧运金来院主持器官移植中心工作，组建 “二三十人的移植精英团队” ，设立 “肝移植、心

脏移植、肾移植、胰腺移植四个科室” ，并 “计划年内完成百例器官移植手术”102。而该医院此

前每年肾移植 40例，肝移植 3-5 例，还不能进行心移植。 

 

臧运金主持器官移植中心后，青大附院的移植量快速越入国内器官移植尤其是肝移植领域的领先地

位103。 

 

二、器官移植中心 创 24 小时完成 6台手术的记录 

 

2014 年 8 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官网报道称 “中心成立不到半年，已开展肝移植手术 30例、肾移植

手术 38例，总例数居全省首位。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臧运金任中心主任和肝移植科主任

，张斌、张顺担任中心和肝移植科副主任，还有范宁、胡维昱、胡骁、关鸽、王新组成肝移植团队

。引进千佛山医院心外科副主任李志强任肾移植科主任，董震任肾移植科副主任。 

 

该文还称：“泌尿外科孙立江、李延江为了扶植肾移植科实现新飞跃，经常在完成了在本部的工作

后，晚上又赶往黄岛协助手术，他们和董震、黄涛曾合力创造了 24 小时完成 6台手术的记录！104” 

 

三、电话调查 

 

提要：该院居山东省移植量最高、过来直接就做、肾供体较多送给上海医院了、供体不是来自红会

、臧运金是全国做两千以上的专家之一。 

 

调查对象：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_肾移植病房_岳医生
105
  

调查时间：2016 年 11月 15日（+86- 53282919529） 
内容提要：我们的肾源比较充足，比较丰富，这是我们的优势，一般等待时间 2 周，目前   己做了

140 例。 

问：供体都是通过红十字会捐献的？ 

答：不是不是，我们有专门的捐献机构，有专门的协调员。 
(录音 1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27) 

 
调查对象：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_移植科_王医生106 

调查时间：2017 年 2月 11（+86-532 82919528） 

内容提要：我们这儿器官比较多，捐献肾 300 多，但是只做了一百六十例，有的送给上海    医院

了。 
(录音 2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28) 

 

调查对象：山东青岛大学医学院监护室_肝移植医生
107
 

调查时间：2017 年 9月 8 日（+86- 53282911137） 

内容提要：有人等一个多月做上了，有的可能就空降过来，过来直接就做，那种也多的是！肝源这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15.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1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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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你不用打听了，你如果要做这个手术啊，你就不要问这种问题了！供肝来源，不方便说。 
(录音 3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51) 

 

调查对象：聊城市人民医院_肝移植_鞠医生108 

调查时间：2017 年 9月 13 日（+86-6358276210） 

鞠医生：全国做的最多的是上海仁济，它一年能做五百多例！山东省移植数量最高的是青岛大学附

属医院。 
(录音 4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47) 

 

调查对象：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肝移植医生 

调查时间：2018 年 4月 1日（+86-53282912108） 

内容提要：肝移植去年做了 100 多例，今年也做不少了；藏运金在夲院，周一上午在名人堂坐诊；

他是全国做两千以上的专家之一。 

问：我朋友想用活的半肝，能不能找到？有人愿意捐给他活的半肝吗？ 

答：唉，这个具体问题涉及的就～，只能让藏院长来给你解释了。一般陌生人之间，哪有几个做

的，是吧？ 109 

(录音 5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象：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_麻醉科张林医生 

调查时间：2018 年 6月 26 日（+86-186 6180 6583） 

内容提要：肾移植一年三百多例；肝移植也做几百例，好像不到三百例。110 

(录音 6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象：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崂山院区肾移植王医生111 

调查时间：2019 年 8月 26 日 （+86-532-82913223） 

内容提要：我们病人很多，一年做二百多个。 

(录音 7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85） 

 

 

四、据明慧网报，家属质疑，青岛法轮功学员何立芳被活摘器官虐杀。 

 

据明慧网 2019 年 12 月 3 日报，2019 年 7月 2日，山东青岛市“610”、即墨“610”等部门，将 45

岁法轮功学员何立芳（男）迫害致死。家属质疑何立芳被活摘器官。何立芳的遗体，胸前有缝合的

刀口，后背也有刀口。脸庞显痛苦状，嘴巴张着。 

 

何立芳被虐杀之前，被送到城阳第三人民医院（夏庄乡镇医院），说明当局根本不是为“抢救”，

而是为了在小医院里行恶不惹人关注，而且这里距离青岛流亭国际机场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车程，有

利于摘取器官后火速运送出去112。 

 

 

五、责任人名单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51.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47.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47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5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56.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82.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8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85.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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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DX-FYY001 董震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肾移植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个人简介：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肾移植手术 400 多例，掌握肾移植常见术式的

手术及积累了丰富的肾移植术后处理经验
113
。 

 

QDDX-FYY002 臧运金  

职务职称：青岛大学医院集团副院长、青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 

个人简介：主任医师、教授、留美归国学者、博士生导师。国际肝脏移植协会（ILTS

）会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全国委员，解放军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北京市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移植杂志编委，中华医学杂志（

英文版）特约审稿专家，山东医药、武警医学、器官移植杂志、实用器官移植杂志等编委，山东科

技出版社医学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原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副所长，历任山东大学千佛山医院

肝移植科主任，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山东分中心主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主任医师，天津

医科大学教授。完成肝脏移植手术超 1500 例，参与完成再次肝移植，肝肾联合移植，多米诺肝移植

，中期妊娠孕妇肝移植等特殊疑难肝移植手术
114
。 

 

QDDX-FYY003 郭源  

职务职称：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山东省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北京大学医学

博士。从事普通外科、肝胆外科工作 15 年。先后在日本京都大学、美国 UCLA 大学留学。2002 年开

始肝移植工作，完成肝移植手术 200 多例
115
。 

 

QDDX-FYY004 范宁  

职务职称：副主任医师、主任助理。  

个人简介：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博士。从事肝胆外科专业 14 年，参与完成肝移植手术 700 余台
116

。 

 

QDDX-FYY005 饶伟  

职务职称：医师  

个人简介：毕业于南开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后工作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专门从事肝移植内科临床及肝移植术后随访工作(8 年)，肝移植术前评估、肝移植术后并发症的

诊疗以及肝移植术后长期随访117。   

 

QDDX-FYY006 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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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职称：主治医师  

个人简介：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原工作于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共作期间参与肝移植手术

400 余例，包括数 10 例亲体肝移植，管理肝移植术后随访病人 600 余例118。 

 

QDDX-FYY007 赵桂秋  

职务职称：眼科教授  

个人简介：每年为大量角膜病盲和圆锥角膜病人实施角膜移植手术，年手术量超过

1000 例119。 

 

QDDX-FYY008 孙立江  

职务职称：主任医师。青岛大学医学院外科教研室副主任，附属医院外科副主任，泌

尿外科主任，山东省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青岛市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 
120

  

  

QDDX-FYY009 李慎谦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在肾脏移植方面有丰富的经验121。 

 

 

QDDX-FYY010 闫靖中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1965 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1982 年青岛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1983 年在我院首次

获得同种异体肾移植成功，多次成功地处理排异，使本例长期存活，成为本市首例并在省内拥有较

大影响
122
。 

 

QDDX-FYY011 李延江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副主任。  

个人简介：1990 年毕业于青岛大学医学院医学系，留校工作至今；1997-2000 年在青岛大学医学院

攻读研究生并获医学硕士学位，2001-2004 年在山东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并获医学博士学位123。 

 

QDDX-FYY012 吴力群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外科教研室主任，附属医院外科主任和肝胆外科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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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青岛市医学会器官移植专科分会主任委员。2000 年 4月率领肝移植团队实施了山东省第

一例成功的肝移植手术124。 

 

QDDX-FYY013 张炳远  

职务职称：肝胆胰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1984 年毕业于青岛医学院，在附属医院工作至今。现任青岛大学医学院外

科学总论教研室副主任、附院肝胆外科副主任。曾多次赴韩国延世大学和美国休斯敦

Hurmann 医院进行肝胆外科、腹腔镜和肝移植专项学习
125
。 

 

QDDX-FYY014 卢云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青岛市医学会器官移植专科分会委员兼秘书126。 

 

 

QDDX-FYY015 胡维昱 

职务职称： 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擅长肝移植综合随访127。 

 

QDDX-FYY016 曹景玉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主要从事肝脏移植的临床工作和研究128。 

 

QDDX-FYY017 郭卫东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并获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外科学博士。参与肝脏移植的手

术及围手术期处理
129
。 

 

QDDX-FYY018 赵桂秋  

职务职称：眼科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擅长白内障、角膜病的手术及药物临床综合治疗，熟练开展国际先进的白内障超声乳化

手术，对复杂性的高危角膜移植手术也有独到的见解，每年为大量角膜病盲和圆锥角膜病人实施角

膜移植手术，年手术量超过 1000 例。近几年开展的高危角膜移植使本来求治无望的严重化学性烧伤

和烫伤致盲
130
。 

QDDX-FYY019 王传富  

职务职称：眼科主任医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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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创建了首家深低温保存角膜眼库
131
。 

 

QDDX-FYY020 姜涛  

职务职称：眼科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擅长角膜移植手术等
132
。 

 

QDDX-FYY021 赵桂秋  

职务职称：主任医师，眼科主任  

个人简介：从事眼科病理、角膜病和白内障专业的科研及临床工作二十多年。每年角膜移植及羊膜

移植手术 300余例133。 

 

QDDX-FYY022 梁涛  

职务职称：眼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一直从事角膜病、青光眼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角膜移植手术
134
。 

 

 

QDDX-FYY023 潘晓晶  

职务职称：眼科副主任医师.开展穿透性角膜移植术等各项治疗技术135。 

 

 

 

QDDX-FYY024 魏煜程  

职务职称：胸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科研方向：肺移植的基础研究136。 

 

 

QDDX-FYY025 田凯华  

职务职称：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1997 年～至今在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胸外科工作，历经医师，主治医

师，副主任医师。2001 年 8月～2004 年 7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攻读胸外科博士学位，

2011 年 3 月～8月在上海中山医院学习胸部微创手术半年。2012 年 6月～2013 年 7

月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麻省总院和杜克医疗中心胸外科境外培训学习一年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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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DX-FYY026 矫文捷  

职务职称：胸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从事胸外科临床工作近 20 年，先后师从我国著名胸外科专家陈玉平、王天佑教授，2009

年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调入。中国最早从事肺移植临床工作的胸外科医生之一138。 

 

QDDX-FYY027 刘玉洪 

职务职称： 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可开展同种异体胸骨移植等本专业传统高难度手术139。 

 

QDDX-FYY028 沈毅  

职务职称：胸外科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率领团队完成山东省首例成功肺移植手术140。 

 
 

 

追查国际对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246 号 

 

前言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999 年开始做活体肾移植，与镇压法轮功的时间高度重合，肾移植量

大。该院官方网站号称在器官移植种类、技术和质量等方面都居中国国内领先地位。心脏移植论文

显示，2005 年前医院专设供心采集队，供体疑为活体，麻醉后被摘除心脏。鉴于，中共活摘器官国

家犯罪的大背景，该院明显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等群体器官的犯罪。 

 

医院概况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创建于 1954 年，是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医院占地面积 50 万平

方米，拥有 1个门诊部、11个住院部，全院职工 4534 人141。 

 

一、可完成多器官移植 

 
医院称可完成心脏移植、肺移植、肝脏移植、脾脏移植、肾脏移植、睾丸移植、心肺联合移植、胰

肾联合移植、甲状腺-甲状旁腺-胸腺联合移植、角膜移植、骨髓移植等移植工作142。是黑龙江省唯

一获得国家准入的开展肾移植医院。泌尿外科科室，设有床位 65张
143
。 

 

二、电话调查显示：从 1999 年开始活体肾移植，肾移植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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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 1999 年开始活体肾移植，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间高度重合 

 

调查对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陈昭彦，擅长肾脏移植。1999 年主

持完成中国国内首例活体肾移植。2000 年完成黑龙江省内首例胰肾联合移植。 

调查时间：（2016-02-20）：99 年做活肾开始，活肾移植。以前做的尸体肾移植多，后来九九年以

后活肾多。（调查员问是不是法轮功的器官？对方挂线。） 

（录音 1下载：MP3，文稿下载：附件 203）144 

从陈昭彦的陈述中，可以得知： 

1）. 该医院从 1999 年开始做活肾移植，与镇压法轮功同步 

“以前那尸体肾，活肾都有，九九年做活肾开始，活肾移植。以前做的尸体肾移植多，后来九九年以

后活肾多”。调查员问是不是法轮功的器官？对方搪塞几句就挂线了。 

2）. 器官来源非死亡捐献和亲属捐献可以解释 

陈昭彦医生自称仅他一人以前就做了几百例肾移植。而据追查国际调查，该医院是黑龙江唯一的肾

移植医院，有肾移植医生 23 人145。 

谈到器官来源的时候，问他现在捐献的器官，他说：“太少了，啊，太少！一年也做不了几个。”

据他称该医院今年没有做器官移植，而“去年做的也就十来个，十个八个的。亲属供肾。” 

 

2. 追查国际电话调查显示该院肾移植量大 

调查对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陈昭彦，擅长肾脏移植。1999 年主

持完成中国国内首例活体肾移植。2000 年完成黑龙江省内首例胰肾联合移植。 

（2016-02-20）：陈昭彦医生自称仅他一人以前就做了几百例肾移植。 

（录音 2下载：MP3，文稿下载：附件 203）146 

 

调查对象：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肾移植医生（2017-09-11）：我们医院今年肾移植做得多

！肾移植量越来越大了。 

(录音 3下载：MP3，文稿下载：附件 204)
 147 

 

三、医生论文中显示该院取器官过程涉嫌杀人取器官，证据显示供体并非死囚 

 

追查国际发表的《中国大陆医学专业论文中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更新版）》
148
，对全中国 31 个省和直辖市 200 多家医院的 300多篇医学论文进行分析，从器官切取过程、器官

热缺血时间（从“供体”死亡血液循环停止到器官冷灌注开始这段时间）、“供体”年龄以及健康

状况等多方面获取证据。这些医学论文描述绝大多数器官“供体”处于青壮年时期，生前健康状况

极好，器官的热缺血时间极短。这些细节均证实大量健康的活体“供体”在被切取器官的过程中死

去，参与器官切取的医务工作者的器官切取手术涉嫌杀人摘取器官。 

其中，对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06 年的论文《心脏移植供心采集的手术配合》
149
研究显示

，2005 年前医院专设供心采集队、预知供体死亡时间，麻醉师现场“给药”，而且器官摘取和移植

均在医院完成。这不是死囚的处决特点，故器官涉嫌并非来自死囚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07/67047_5.1.2016_02_20_ha_yi_da_fu_er_yuan_chen_zhao_yan_xian_zai_bu_zuo_yuan_lai_zuo_liao_hen_duo_99nian_hou_shi_huo_shen_xian_zai_juan_xian_hen_shao_8613304519590edited.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_Toc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07/67047_5.1.2016_02_20_ha_yi_da_fu_er_yuan_chen_zhao_yan_xian_zai_bu_zuo_yuan_lai_zuo_liao_hen_duo_99nian_hou_shi_huo_shen_xian_zai_juan_xian_hen_shao_8613304519590edited.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_Toc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20.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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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没有器官捐献体系，但是供体都是“脑死亡患者” 

该论文提到该医院 1992 年 4 月-2005 年 12 月做了 15 例原位心脏移植，声称这 15 例心脏均来自“

脑死亡患者”，是 22-34 岁的健康男性。 

但是据中共官方报道，2006 年前中国没有器官捐献体系150。 

2. 该医院有长期工作的专门的供心采集队，可以预知供体的死亡时间 

该论文显示：“我院组建了一支精炼的取心医疗队伍，由手术医生、麻醉医生、灌注师、手术室护

士、血库工作人员、联络员等组成供体组……, 接到任务后首先召集供体组成员进行术前讨论和工

作安排”这里“接到任务”，说明受体已经找到，供体将在某一天“被死亡”。 

3. 麻醉师现场给药后，手术过程中供体从心脏跳动到停跳，手术现场疑似杀人 

“术前准备”谈到“为缩短供心缺血时间。由 1 名巡回护士配合麻醉师迅速给药。” 在采集现场，

由麻醉师“迅速给药”，这说明当时的供体很可能是有知觉的活体。论文中提到：“……阻断下腔

静脉，等待心脏继续搏动 10～20 次，心脏内血液排空后……灌注完毕心脏停跳后切断主动脉……” 

 

图 1  2006 年的论文《心脏移植供心采集的手术配合》截图 

4. 从摘取心脏的供体组的构成和环境描述看，这些心脏是该医院的手术室完成摘取和医院内的移植

手术室完成移植的，这与摘取死囚器官是在处决现场完成不相符，故高度怀疑这些器官来源并非死

囚。 

 

四、该医院用健康青年的新鲜肝脏做肝移植模拟实验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截至 2002 年，该院对 58 例福尔马林固定成人尸肝和 8 例新鲜肝

脏进行劈离肝移植的应用解剖学研究151。 

截至 2004 年，该院对 30 例甲醛固定的成人尸体和 10 例新鲜尸体的十二指肠、胆总管下段及 

Vater 壶腹的血液供应进行解剖研究152。  

 

五、官方网站肾移植数量数据 10 年未更新，后删除网页 

2004 年 5 月，光明网称“目前，哈医大二院肾移植手术完成近 400 例
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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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4 年 5月 17日《光明网》的网页快照 

 

 

2011 年 12 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官方网站称 “移植工作自 1978 年 2月 3日在东北

区首位开展同种异体移植获得成功，现已开展 400 余例”。  

 

 

 

图 3  2011 年 12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网页快照 

 

 

从 2013 年至今，医院官方网站称 “移植工作自 1978 年 2月 3日在东北区首位开展同种异体移植获

得成功，现已开展 400余例肾移植”
154
。  

2015 年 6 月，该网页被删除。 

 

六、责任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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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BYDD2FYY001 祝青国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 主任医师，教授，泌尿外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东北三省

器官移植协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个人简介：1986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2006 年博士毕业。1998-1999 年曾在美

国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中心学习。行同种异体肾脏移植百余例，现全面主持哈医大二

院肾脏移植工作
155
。 

 

HRBYDD2FYY002 高治忠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55 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曾去加拿大研修 。 行同种异体肾脏移植百
余例，移植效果在全中国处领先地位，现全面主持哈医大二院肾脏移植工作156。开创

哈医大二院器官移植工作，并主持实施胎儿肾上腺移植与小儿睪丸移植
157
。 

 

 

HRBYDD2FYY003 陈昭彦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67 年毕业于哈医大。配合老主任高治忠教授于 1978 年开展省内首例同

种异体肾移植获得成功。1999 年完成省内首例活体供肾移植。1999 年主持完成国内

首例活体肾移植，现已完成 5例；2000 年完成省内首例胰肾联合移植。擅长肾脏移植
158
。 

 

HRBYDD2FYY004 李翼飞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泌尿外科副主任。 

个人简介：出生日期 1963 年 9月 21日。1987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俄语医疗专业

（六年制）。留校后在哈医大二院外科工作，1989 年固定从事泌尿外科医疗工作至今

。1992 年考取哈医大二院泌尿外科硕士研究生。师从省内著名泌尿外科专家高治忠教
授。1995 年晋级为主治医师、讲师，1998 年拔尖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1999

年 9月被任命为泌尿外科副主任。进行同种异体肾脏移植手术159。 

 

HRBYDD2FYY005 赵亚昆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2006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尤其擅长肾脏移植工作。参与肾

移植手术 100余例，负责 200 余例肾移植患者的长期随访工作。现任“中国肾移植科学登记系统（

CSRKT）”和“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黑龙江省联络员
160
。 

 

HRBYDD2FYY006 仇宇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技术专长：肾脏移植手术治疗终末期肾病
161
。 

 

HRBYDD2FYY007 吴德全  

职务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77 年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双硕士硕士及博士

研究生导师，普外一科副主任，哈医大二院党委副书记。1995-1997 年赴比利时布鲁

塞尔自由大学医学院留学，从事胰岛移植实验研究并再次获得医药学硕士学位；1999-

2000 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 Starzl 器官移植研究所进修，在美国参加大量肝移植、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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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及小肠移植的实验研究及临床工作，掌握了先进的器官移植理论和技术。在器官移植方面，

参加大量肝移植、胰腺移植的实验研究及临床肝移植工作，曾主持完成黑龙江省首例胰肾联合移植

和带血管蒂胎儿甲状腺甲状旁腺胸腺联合移植
162
。 

 

 

HRBYDD2FYY008 杨维良  

职务职称：结直肠肿瘤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哈医大附属二院普外科学术带头人，曾任哈医大附属

二院外科教研室副主任，普外科主任。   

个人简介：主要研究方向是器官移植胃肠疯子生物学的研究，1994 年及 1995 年先后主持参加同种

异体原位肝脏移植 2例163。 
 

 

HRBYDD2FYY009 韩德恩  

职务职称：普通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67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1983 年获医学硕士学位。曾任哈

医大第二临床医学院外科教研室主任，普通外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自 1997 年

起主持我院临床肝移植。主持并组织肝移植为中心的相关研究，擅长肝移植164。 

 

 

 

HRBYDD2FYY010 孙世波  

职务职称：肝胆胰、腔镜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普外科七病房主任。  

个人简介：1986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1996 年在南京军区总院学习临床肠外营

养支持。2002 年在山东大学附属二院学习腹腔镜外科。2002 年在天津学习临床肝移

植。专业方向即为肝胆胰脾外科，肝移植，腹腔镜外科，临床外科营养支持。2000

年在瑞典 KAROLINSKA 医学院 HUDDINGE 医院器官移植外科进修学习，获得开展临床肝
移植工作资格证书。2003 年在美国 Pittsburgh university（匹兹堡大学） Starzal 器官移植中心

进修学习。主持完成 5例肝移植，达到了临床应用阶段165。 

 

HRBYDD2FYY011 崔云甫  

职务职称：普通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87 年本科毕业于哈医大医疗系，1990 年获普外科硕士学位，2004 年末

哈医大临床外科博士后出站。 2002 年获德国萨尔大学医学博士（MD）。曾协助

外科专家韩德恩教授做临床肝移植工作。研究方向：胰腺移植与胰岛移植
166
。 

 

 

 

HRBYDD2FYY012 姜明山  

职务职称：肝胆胰、腔镜外科副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学历经历：1985 年获得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学士学位；1988 年获得哈尔

滨医科大学病理学硕士学位；2004 年获得哈尔滨医科大学外科学博士学位。1988～

1989 哈医大二院病理科住院医师；1989～2001 哈铁中心医院（现为哈医大四院）普

外科住院医师――副主任医师（科副主任）；2001～今哈医大二院肝胆胰外科副主

任医师。进修学习：1996～1997 于上海瑞金医院和东方肝胆医院进修学习。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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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
167
。 

 

HRBYDD2FYY013 胡占良  

职务职称：胆胰、腔镜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1984.9～1989.7 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学士毕业,1994.9～1997.7 哈

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班外科学专业硕士毕业,2004.9～2007.7 哈尔滨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外科学专业博士待毕业。主要研究方向是临床肝移植168。 

 

 

 
 

HRBYDD2FYY014 王志东  

职务职称：普外一病房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1998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01 年获得哈尔滨医科大

学第二临床医学院硕士学位，同年留院工作；2002 年师从著名肝胆外科专家韩德恩

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并于 2005 年以优异成绩取得博士学位。先后参与肝脏移植手术 8

例，完成肝移植相关课题一项169。 

 

 

HRBYDD2FYY015 曾兆林  

职务职称：肝胆胰、腔镜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89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博士学位，从事普外科工作，重点研究

肝胆胰外科疾病。曾在东方肝胆医院学习。参与肝脏移植的工作
170
。 

 

 

 
 

HRBYDD2FYY016 张新宇  

职务职称：普外七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93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获学士学位；1995 年考取硕

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外科专家韩德恩教授； 1998 年获硕士学位；2002 年考取博士

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外科专家姜洪池教授；2005 年获博士学位。1993 年毕业于哈

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任住院医师；1999 年任主治医师；2004 年任副主任医师

。作为移植小组成员全程参与 6例临床同种异体原位肝脏移植、1 例胰肾联合移植
171
。 

 

 

 

HRBYDD2FYY017 宿华威  

职务职称：肝胆胰、腔镜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1994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2000 年获得外科学硕士学位

，2006 年获得肝胆外科博士学位，2007 年进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2004

－2005 年国家公派赴荷兰王国 Groningen 大学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访问留学，从事肝

胆外科临床工作及科学研究并获得了 Huygens 优秀学者奖。从事普外科临床工作十

余年，专业方向为肝脏移植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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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BYDD2FYY018 邰升  

职务职称：肝胆胰、腔镜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普通外科一病房副主任  

个人简介：1995 年毕业于内蒙古医学院，1997 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一院宋春芳教授硕士研究生， 1999 年获直攻博士资格，同年考取哈医大二院单世

光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肝移植基因治疗的研究，2002 年博士毕业，论文获哈尔滨医

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并进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

邰升博士 2004 年晋升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肝胆外科副教授。 2006 年公派到美

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肝胆外科和肝移植中学访问学习一年。参与临床原位肝移植 5 例，胰肾联合

移植 1例173。 

 
HRBYDD2FYY019 孙铁为  

职务职称：普通外科七病房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1991 年大学毕业一直在普外科临床工作。2003 年《同种异体原位全肝移

植的实验研究与临床应用》黑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174
。 

 

 

 

 

HRBYDD2FYY020 张新晨  

职务职称：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普通外科六病房副主任  

个人简介：1997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00 年获得硕士学位，

2004 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2005 年晋升为副教授。2007 年博士后答辩出站。曾公派

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医学教育系、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及创伤中心和匹兹堡大

学医学中心参观学习175。 截至 2002 年，参与实施 58 例福尔马林固定成人尸肝和 8

例新鲜肝脏进行劈离肝移植的应用解剖学研究
176
。 

 
HRBYDD2FYY021 吴乃石  

职务职称：心外科三病房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91 年从事心脏外科的临床工作以来，师从于国内著名心脏外科专家夏

求明教授、陈子道教授。参加心脏移植手术 10 例。擅长心脏移植、心肺联合移植177

。 

 

 

 

HRBYDD2FYY022 谢宝栋  

职务职称：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心外一科副主任   

个人简介：2009 年赴美国迈阿密心脏中心研修，师从国际著名心血管外科医生

Saleno,主攻胸腔脏器移植。作为手术组主要成员，参加该院心脏，心肺，肺移植

十余例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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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BYDD2FYY023 吕航  

职务职称：心外科二病房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1997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七年制专业，2000 年获得心脏外

科专业医学博士学位，2005 年完成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的工作。

作为取心组成员参加心脏移植手术 6 例179。 

 

 

HRBYDD2FYY024 陈子道  
职务职称：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著名心胸外科专家，我省心血管外科创始人之一，从事心脏外科 40 余年

。擅长心脏移植180。 

 

 

 

HRBYDD2FYY025 韩振  

职务职称：心外一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1988 年考取哈尔滨医科大学首届本硕连读硕士研究生，1995 年毕业并留校工作；1998

年考取全国著名心脏外科专家夏求明教授博士研究生，2001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2002 年，被破格晋

升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2001 年至 2002 年公派于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师从世界著名心脏

外科专家 Dr.Groface，主攻心脏移植。擅长胸腔器官移植。作为手术组主要成员，参加胸腔脏器移

植数十例
181
。 

 

HRBYDD2FYY026 夏求明  

职务职称：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52 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心胸血管外科医、教、研

工作 50余载，开创并发展了我省心胸血管外科事业。擅长：心脏移植术式、心肌保护及移植术后排

斥反应治疗。擅长心脏移植，心肺移植领域，心脏移植术式、心肌保护及移植术后排斥反应治疗。

1992 年成功施行首例心脏移植182。 

 

HRBYDD2FYY027 田伟臣  

职务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现任哈医大二院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外科

副主任，心血管外科二病房主任。  

个人简介：从事心血管外科近 30年，在心脏移植、心肺移植等领域均有较深造诣

。研究心脏移植、心肺移植等领域。参与完成心脏移植及心肺移植手术；参与完成

东三省首例肺移植手术183。 

 

 

HRBYDD2FYY028 姚志发  

职务职称：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1964 年哈医大毕业，从事心胸外科专业 40 余年，曾任哈医大二院心胸外科副主任

、主任。多年来一直从事心胸外科工作。从事心脏移植的实验及临床研究，是心脏

移植及心肺移植课题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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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BYDD2FYY029 蒋树林  

职务职称：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心外科主任，心血管病医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  

个人简介：1987 年获得哈尔滨医科大学外科学硕士学位。2001 年晋升为教授、2004 年获得博士研

究生导师资格。1982 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并留校哈医大二院外科工作。

 他先后赴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十余国心脏医学中心

进行深造。研究器官移植的诊断及治疗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
185
。 

 

HRBYDD2FYY030 李君权  

职务职称：心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2000 年获哈尔滨医科大学心脏外科博士学位，2004 年获心脏外科博士后学位。毕业留校
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心血管外科专业。曾于 2003 年在德国柏林心脏中心学习心脏、心肺以及肺移植
186
。 

 

HRBYDD2FYY031 田海  

职务职称：主任医师，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心血管外科党支部书记，心外科副主任兼一

病房副主任。黑龙江省心脏大血管外科移植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  

个人简介：从事心血管外科教学与临床工作十五年。多次公派到美国、加拿大等著名心脏中心作高

级访问学者近 2年187。  

 

HRBYDD2FYY032 张临友  

职务职称：主任医师，教授，胸外科主任  

个人简介：1987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03 年博士后进站，合作

导师杨宝峰教授。1999 年攻读美国匹兹堡大学国际著名心胸外科和心、肺移植专家

Bartley P Griffith 教授及哈尔滨医科大学夏求明教授博士学位，中美联合培养博

士研究生，并于美国匹兹堡大学 Thomas E Starzl 器官移植研究所和肿瘤研究所完

成博士论文。擅长肺移植188。 
 

HRBYDD2FYY033 杨春文  

职务职称：胸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胸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 

个人简介：从事胸外科、胸心血管外科工作 40 余年。在黑龙江省开展参加心脏移植 10 余例，单肺

移植 1例189。 

 

HRBYDD2FYY034 张雪菲  

职务职称：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黑龙江省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个人简介：从事角膜病、眼表疾病、泪器病的眼科临床工作近二十年。擅长对角膜

移植和眼表移植190。 

 

 

 

 

HRBYDD2FYY035 曲利军  

职务职称：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1999 年参加工作，青岛大学眼科学博士毕业，师从著名眼科学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谢立信教授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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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BYDD2FYY036 任晓平  

职务职称：教授，主任医师，硕士、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指导教师，哈医大二院骨科副主任  

个人简介：1984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出国前曾任哈尔滨市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手显

微外科学科带头人，黑龙江省第八届人大代表兼哈市文教卫生组秘书。2012 年被哈尔滨医科大学校

长杨宝峰院士从美国以特聘教授，外国专家引进回母校从事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1996 年应邀赴

美国刘易斯维尔大学克拉纳特手显微外科中心进行临床研修，师从美国外科专家克拉纳特教授,•从

事手外科疾病的诊疗及科研工作。在该大学手外科中心学习和工作的近五年之中，任晓平设计和完

成了世界首例异体复合组织移植的临床前动物模型和相关实验研究（CTA），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将该

成果发表于美国显微外科杂志，此设计被誉为世界第一成功的异体复合组织移植模型。任晓平教授
在该中心参与完成了人类第一例异体手移植。现兼任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骨科、心血管中心、

药理系等多个临床、基础教研室教授以及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客座教授，担任美国手外科学会和心血

管学会委员，现任十余家英文医学期刊编委，并应邀为美国手外科，骨科，循环等多家英文学术期

刊审稿。2017 年 11 月 20 日，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参与指导了哈医大世界首例人类头移植

手术并引起了争议192。 

 

HRBYDD2FYY037 刘宏宇  

职务职称：心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在中国，从 1992 年开始至今参加心脏移植手术（主要为扩张性心肌病）

8例，心肺移植 1 例；在德国心脏中心参加心脏移植近 20 例，心肺移植 4 例
193
。 

 

 

 

 

追查国际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 

 

 

前言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原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医生，在 2006 年 4 月追查国际的电话调查

中承认，他们在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与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调配肾源。在 2016 年的电话调查

中，肾移植医生说等待时间两个星期左右。2017 年肝移植医生说： “我们经常做急诊肝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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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医院概况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是一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医院设有编制床位 3300 张，配有双源 CT、3.0 核磁共

振、ECT、高能带多叶光栅医用直线加速器、数字血管减影机（DSA）、双板 DR、PET-CT、TOMO 等高

端医疗设备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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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武汉大学肝胆疾病研究院在中南医院正式组建，开展多种器官移植的研究和临床手术。常

规开展肝移植、肾移植、胰腺移植、小肠移植、肝肾联合移植、自异体肝联合移植及肝细胞、脾细

胞、胰岛移植
195
。武汉大学肝胆疾病研究院暨武汉大学移植医学中心经武汉大学批准，于 2006 年由

前法国总统希拉克奠基196。该器官移植中心由法国资助197。2007 年 3月 17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为武

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所揭幕198。 

 

2013 年 8 月 1 日，该院获中共卫计委批准的肾脏、肝脏移植资质199。之前，2010 年 2 月至 2013 年 9

月间，移植医学中心已完成 98 例肾移植手术200；2002 年至 2012 年期间，该院至少实施 407 例肝移

植手术201。眼科已全面开展角膜移植等眼表手术202。 

 
二、承认在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与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调配肾源 

 

调查对象：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前身）医生 

调查时间：2006 年 4月 

内容提要： 

问：你们这边法轮功犯人的肾源怎么样？ 

答：应该说，应该还可以，要不您问一下陆总吧…，广州军区总医院。 

问：等一下…，广州军区？ 

答：就是武汉总院，我们相互之间也会调剂的。203 

（录音 1下载 MP3） 

 

三、移植器官来自急性脑死亡、心死亡供体 

 

部分论文检索发现：2002 年至 2011 年期间，该院实施 407 例供肝切取，供肝取自急性脑死亡和急

性心死亡供者
204
。 

从脑死亡器官捐献者身上摘取器官在国际上是被广泛承认，并有法律保护的。但是中国一直没有对 
“脑死亡” 立法，也没有健全的器官捐献系统，所以根本不存在 “脑死亡供体” 或者 “脑死亡

捐献者” 。 

 

四、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OPO）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成立 

 

2014 年 11 月 23 日，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成立205。该组织联盟执行主席

是中南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主刀医生叶启发。叶曾任湖南湘雅三院副院长多年。现任卫生部移

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和技术委员会主委。个人累计完成肝移植 600 余例、肾移植 1300 余例
206。 

 

五、电话调查 

 

1. 肾移植等待时间：一般来说都不会到一个月，两个星期左右。 

调查对象：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肾移植_陈医生207 

调查时间：2016 年 4月 2日（+86-2767813441） 

内容提要：一个星期都要做几例，一个月都做几套。等的时间可能会有，我估计一、两个星期会有

一个初步的结果。一般来说都不会到一个月，两个星期左右。今天晚上就有肝肾移植。去年我们大

概肝脏做了八十例吧，肝肾移植加起来可能过了两百例吧。 

（录音 2下载 MP3， 文稿下载：附件 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report/2013/09/35848_11-wuhai.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07/67047_2.15.2016-04-02_19-46-42wu_da_zhong_nan_yi_yuan__chen_yi_sheng_862767813441qu_nian_gan_shen_liang_bai_ba_shi_duo_li_-_edited.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_To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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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武汉中南医院肝移植_张医生208 

调查时间：2016 年 9月 12 日（+86-18942924741） 

内容提要：每年做一百多例，今年做了几十例了。等供体时间，一般一个月。 

(录音 3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67) 

 

2. 经常做急诊肝移植 

调查对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移植病房医生 

调查时间：2017 年 10月 30日（+86-2767813423） 

内容提要：我们经常做急诊肝移植。 

(录音 4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35)209 

 

3. 建有专门做肝移植的肝胆医院 

 

调查对象：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医院二病区护士210
  

调查时间：2019 年 9月 18 日（+86-2767812959） 

内容提要： 

1，你要是肝移植那方面的话，你得打肝胆研究院。 

2，我们是一个医院（肝胆医院），专门做移植的，是肝胆研究移植中心。 

它那个专科性强，只有他那边能搞，我们这边不清楚。 

3，只有两个主任能做，一个是叶启发在做。 

(录音 5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98） 

 

六、等待时间短的官方报道 

 

2015 年 7 月 9 日人民网报道，一 26岁小伙子 26 岁的陈俊（化名）半月前来到中南医院器官移植中

心，叶啟发和叶少军决定为患者实施肝移植手术。很快有一位器官供体的肝脏与陈俊匹配上了，移

植手术一周前进行
211
。 

 

七、主要责任人 

 

WHDX-ZNYY001 叶启发 

  

职务职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湘雅

三医院副院长，移植医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个日简介：卫生部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和技术委员会主委 。中华外科学会

移植分会常委、中华外科学会肝移植学组专家、湖南省医学会移植分会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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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 年至 1975 年在同济医学院（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75 年至 1989 年在 

同济医院工作；1996 年后，被聘为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2002 年 9 月受聘于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任副院长、移植医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卫生部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1989 年 12 月赴西德海德堡大学移植外科学学习，获博士学位。在器官移植领域成就卓著。

作为湘雅三医院副院长，主管移植学科建设工作，分管移植院。 2007 年 3月 17 日，法国总统希拉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55.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57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2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26.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98.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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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所揭幕。叶启发受聘为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 

。从事普通外科、肝胆外科、肿瘤外科、肝移植工作二十余年
212
。擅长肝移植 。 

 

WHDX-ZNYY002 叶少军  

职务职称：副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病房副主任

。  

个日简介：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后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完成硕博学

位，叶少军是叶启发的侄儿，曾跟随叔叔叶启发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工作 7 年，后

又随叶启发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 武汉大学移植医学中心，从事普

通外科、肝、肾移植临床工作十余年213。擅长肝移植。 
 

WHDX-ZNYY003 张毅  

职务职称：肝胆疾病研究院副主任医师  

个日简介：2002 年～2005 年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攻读博士，主

要从事肝、肾移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曾任南昌大学一附院普外一科主任、移植科副

主任。领导开创南昌大学一附院肝移植工作并使该项工作常态化214。 

 

 

 

WHDX-ZNYY004 彭贵主  

职务职称：肝胆疾病研究院主任医师，教授    

个日简介：从事肝胆外科及移植外科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工作 20余年，能独立完成肝

胆外科（包括腹腔镜外科及器官移植）疾病的诊断治疗
215
。 

 

 

 
 

WHDX-ZNYY005 元文勇  

职务职称：肝胆疾病研究院副主任医师  

个日简介：1991 年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2007 年获得中南大学湘雅医学

院医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工作。216 

 

 

 

WHDX-ZNYY006 王彦峰  

职务职称：肝胆疾病研究院主任医师，教授   

个日简介：于 2002-2011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学习和工作，在肝肾移植、胰

岛细胞移植以及干细胞移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整形医

院学习血管显微吻合技术并获得高级显微外科证书。主要研究方向：心脏或心肺移植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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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DX-ZNYY007 赵金平  

职务职称：心胸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日简介：1983 年 7月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医学系，1986 年获得该校胸心外科专业

硕士学位，2006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擅长肾移植218。 

 

 

 

 

WHDX-ZNYY008 郑新民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个日简介：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背驮式肝移植技术、离体和半离体自体肝移植术、自体

和异体联合肝移植术，已开展改良背驮式肝移植国内、国际领先技术 10 项，开展背驮

式肝移植的种类、改良术式、病例数、成功率、存活时间均居我国领先地位，创造了

多项全国第一。改变了湖南省器官移植滞后局面，创建了国内唯一的卫生部移植医学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于 2009 年获得湖南省芙蓉学者计划“特殊贡献奖”最高殊荣。

累计完成肝移植 600 余例、肾移植 1300 余例219。 

 

WHDX-ZNYY009 孙培龙  

职务职称：肝胆疾病研究院副主任医师    

个日简介：能独立完成供肝的切除及修整术。熟练掌握肝移植的诊断及治疗。擅长肝

移植220。 

 

 

 

 

 

 

追查国际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又名湖北省人民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前言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又名湖北省人民医院），是全国最早开展器官移植的地方医院之一，肾移植数

量多年居全省首位。2003 年以来，该院相继开展湖北首例肝肾、心肾、心肺联合移植，武汉疫情期

间实施了湖北首例新冠肺移植手术，还实施了湖北省首例二次肺移植。该院与武汉同济医院、武汉

陆军总医院齐名，都是湖北省器官移植的大医院。2017 年 10 月自报今年肾移植已经做了 300例；

2005 年到 2015 年 3 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已开展数十例心脏移植手术。2015 年心脏移植手术只等

待两周，2018 年 7 天完成了 4台心脏移植。该院实施数十例肺移植，实施了湖北省首例二次肺移植

，器官等待时间为 1个月。鉴于，中共活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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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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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院概况 

医院占地 1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31万平方米；在职员工 2000 多人，其中 500 余人为高级职称专业

人员。医院设有 59 个临床医技科室，病床 1447 张。 

 

医院的医疗服务范围遍布中国大陆，还涉及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亚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国家；并

承担中国领导人、外国政要、华人华侨等在湖北期间的保健任务221。 

 

地址：湖北武汉武昌区张之洞路(原紫阳路)99号解放路 238 号 

 
 

二、该院可开展多器官移植，自称肾移植湖北省首位 

 

该院是全国最早开展器官移植的单位之一，各类器官移植手术早已在该院全面开展
222
。肾移植是该

其泌尿外科的特色专业，移植数量居全省首位。2003 年以来，其肝胆腔镜外科也相继开展了肝及肝

肾联合移植，心脏移植223。 

 

 

三、该院是武汉市从事器官移植的最大医院之一 

 

2006 年证人称，武汉同济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陆军总医院是武汉市从事器官移植的最大医

院，主要从事肾移植224。2006 年追查国际电话调查中，武汉同济医院和武汉陆军总医院都承认在使

用法轮功学员器官
225
。 

 

2020 年 11 月 1 日，在由中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主办、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党委承办的“生命

接力”启动仪式上，黄洁夫说，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国，并有望在未来两到三年迈
向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张定宇副主任称，湖北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发源地

。 

 

武汉大学人民院党委书记万红慧说：该院在器官移植工作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包括开展湖北首例

肝肾联合移植、心肾联合移植、心肺联合移植、“镜面人”肺移植、国内“首对母女先后换心”等

高难度手术。“特别是医院成功完成湖北首例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肺移植手术226。 
 

四、电话调查显示：器官移植量大 

调查对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移植科_肾移植医生227 

调查时间：2017-04-16 (+86-2788041919) 

内容提要：我们去年做了一百多例啊，今年至少三、四十例了，那是最少的了，不止，今   天还做
2 个嘞。 

(录音 1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68) 

 

调查对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肾移医办陈医生 

调查时间：2017-10-29（+86-2786708757） 

内容提要：肾移植今年已经做了接近二百例。供体有年轻的有老的。2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5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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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 2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移植科医办 

调查时间：2017-10-30（+86-2786708757） 

内容提要：肝移植今年做了不到 100 例；我们以肾移植为主，今年做了有 300 例了。229 

(录音 3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五、该院移植等待时间短，多台移植手术同时进行 

 
2005 年到 2015 年 3 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已开展数十例心脏移植手术230。 

 

1）2015 年 3月，心脏患者等待时间两周后进行心脏移植手术231。 

2）2015 年 6月，4 台器官移植手术，包括一台肝移植、二台肾移植，一台心脏移植，同时进行
232
。 

3）2018 年 5月 31 日至 6月 6日，该院 7天完成 4台心脏移植233。 

 

五、该院实施了湖北省首例二次肺移植，器官等待时间为 1个月 

 

截至 2022 年 9 月 3 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胸外科自 2016 年开展肺移植手术以

来，已为数十例慢性终末期肺病患者成功实施肺移植手术
234
。 

 

2020 年 4 月 20 日, 陈静瑜、林慧庆等肺移植国家专家组团队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心外科

、麻醉科团队，为 1例新冠肺炎患者完成双肺移植手术，器官运输通过“器官转运绿色通道” ，器

官等待时间仅 1月235。 

 

2022 年 8 月 30 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胸外科肺移植团队，该院肺移植团队带
头人、胸外科主任耿庆带领江文洋、张兴华、汪巍等组成肺移植手术团队为辽宁患者老马（化姓）

实施了二次肺移植，器官等待时间 1个月。这也是湖北首例开展二次肺移植手术236。 

 

 

六、主要责任人名单 

 

WHDX-RMYY001 周江桥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个人简介：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常务委员，

湖北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并担任《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器官

移植》、《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等杂志编委。从事器官移植工作十五年，至今已

完成了近千名尿毒症患者肾移植，成功率 90%以上。擅长：肾移植，对终末期肾病患者的诊治，以

及维持移植后人/肾的长期存活，肾移植后的个体化治疗
237
。 

WHDX-RMYY002 王志维  

职务职称：心血管外科主任。心脏移植负责人238。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23.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23.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25.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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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DX-RMYY003 刘修恒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大外科主任兼泌尿外科主任及泌尿 I科主任。兼

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全国委员。兼任《中华器官移植杂志》等杂志常务编委或编

委。擅长肾移植手术239。 

 

WHDX-RMYY004 詹炳炎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兼任国际器官移植学会会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

植分会委员
240
。 

    

 

WHDX-RMYY005 胡云飞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擅长肾移植241。 

 

 

WHDX-RMYY006 祝恒成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兼任湖北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武汉市

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  

个人简介：2001 年至 2003 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肾病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擅长肾

移植242。  

  

WHDX-RMYY007 陈志远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熟悉肾移植围手术期各方面的处理243。 

 

 

WHDX-RMYY008 葛名欢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武汉市器官移植学会委员。 

个人简介：擅长肾脏移植相关治疗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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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DX-RMYY009 丁佑铭  

职务职称：教授、主任医师，肝胆腔镜外科科主任  

个人简介：从事肝胆胰外科及临床营养工作 30 年。曾在法国学习腹腔镜技术。开展了

临床肝移植及肝肾联合移植
245
。 

 

WHDX-RMYY010 杨燕宁  

职务职称：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眼科副主任   

个人简介：德国埃森大学临床医院眼科博士。美国圣第牙哥加州大学 shiley 眼科中心

博士后。擅长各种角膜移植246。 

 

WHDX-RMYY011 袁静  

职务职称：眼科中心博士后，副主任医师。    

擅长角膜移植手术247。 

 

WHDX-RMYY012 艾明  

职务职称：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眼科中心副主任，眼 III 科主任。   

个人简介：美国南加州大学眼科医院访问学者。擅长角膜移植术248。 

 

WHDX-RMYY013 耿庆 

出生日期：1972 年 5月 

职务职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教授，一级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1999.07-2002.10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 

2002.10-2005.11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2005.11-2009.10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 

2008.03-2008.09 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 

2008.09-2009.09 美国 LOYOLA 大学医学中心博士后； 

2009.10-至今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 

科研成果：《肺移植缺血再灌注损伤机制及临床关键技术创新》2020 年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第一完成人） 
249
。肺移植团队带头人

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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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DX-RMYY014 江文洋 

职务职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肺移植251。 

 

WHDX-RMYY015 张兴华 

职务职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252 

肺移植团队成员253。 

 

 

WHDX-RMYY016 汪巍 

职务职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国际心肺移植学会会员（ISHLT）
254。肺移植团队成员255。 

 

 

资料索引 
                                                 
1 
2013 年中国十大医院品牌影响力排行-北京协和医院 

http://rank.jianso.com/12309.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66.png 
2《华山医院科研处》复旦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华山医院科研处网站系统   2008-08-24 

http://www.huashan-keyanchu.org.cn/changshi/html/?131.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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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丁强大夫简介 

http://www.huashan.org.cn/content/3020  
4 王正昕_百度百科 

https://archive.is/cy4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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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e.htm 
16 《中国器官移植网》张浩大夫简介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FuDanDaXueFuShuHuaShanYiYuanZhuanJiaTuanDui/2011-

03/5483.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205525/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FuDanDaXueFuShuHu

aShanYiYuanZhuanJiaTuanDui/2011-03/5483.htm 
17
 《好大夫在线》蔡端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GaRDLhbpNCqpa7rv.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20545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GaRDLhbpN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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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FuDanDaXueFuShuHuaShanYiYuanZhuanJiaTuanDui/2011-

03/54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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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好大夫在线》张群华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TlvMxEsNJ7qcZX0.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20543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TlvMxEsNJ7q

cZX0.htm 
20 《宜晟医疗》钦伦秀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肝胆外科主任  2017-12-

26http://www.globallinkhealth.com/mingyi/ganai/11.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1011321/http://www.globallinkhealth.com/mingyi/ganai/11.html 
21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王翔简介 http://wangx.u.yynet.cn/intro.ph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31011751/http://wangx.u.yynet.cn/intro.php 
22 《好大夫在线》张明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ZLVyt8ZUkj5SMh1oor0a.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20541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ZLVyt8ZUkj5S

Mh1oor0a.htm 
23 《中国器官移植网》张元芳大夫简介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FuDanDaXueFuShuHuaShanYiYuanZhuanJiaTuanDui/2011-

03/5481.htm 
24
 《好大夫在线》王宜青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ehEkek6N34PvWMSU.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20523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ehEkek6N34Pv

WMSU.htm 
25 上海华山医院普外科王正昕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Vibo0k6N34PvWMSU.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620402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Vibo0k6N34Pv

WMSU.htm 
26 王正昕_百度百科 

https://archive.is/cy44X 
27《大洋网》2013 年 3 月 13 日“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我要带头向捐献者鞠躬”来源：广州日报 记者：刘

蕤红、王鹤、李颖、贺涵甫  

http://news.dayoo.com/guangzhou/201303/13/73437_29475945.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02.png 
28《北京协和医院》简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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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umch.cn/research/gudie.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102205400/https://www.pumch.cn/research/gudie.html 
29
《北京协和医院》肝胆外科简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102205504/https://www.pumch.cn/department_ganzwk.html 
30
《北京协和医院》肝胆外科简介  

http://www.pumch.cn/Category_691/Index.aspx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99.png 
31《大洋网》2013 年 3 月 13 日“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我要带头向捐献者鞠躬”来源：广州日报 记者：刘

蕤红、王鹤、李颖、贺涵甫  

http://news.dayoo.com/guangzhou/201303/13/73437_29475945.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02.png 
32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 年 3 月 12 日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来源：人事司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Yguowuyuanrenmian/201303/t20130322_918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01.pdf 
33《新华网》2008 年 3 月 14 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器官移植将设国家监管机构”来源：新京报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8-03/14/content_7785194.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02.png 
34《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3 年 3 月 1 日 “《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3 月 1 日起实施”来源：天津日报 

http://www.gov.cn/fwxx/sh/2013-03/01/content_2342510.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03.png 
35 黄洁夫：疾控工作的权威性在于专业技术而非行政级别 2020-03-25  新京报 记者：肖隆平 李云蝶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102205716/http://www.bjnews.com.cn/inside/2020/03/25/708947.htm

l 
36
《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科室介绍 

http://www.pumch.cn/Category_691/Index_1.aspx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81.png 
37我院第三届“幸福驿站”肾友会胜利召开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22205435/http://www.pumch.cn/Item/6531.aspx 
38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22192741/http://www.pumch.cn/Category_643/Index_1.aspx 
39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26090452/http://www.pumch.cn/Category_691/Index.aspx 
40Google 搜索：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展肾移植工作以来，目前完成同种异体肾移植已有近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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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E5%B1%95%E8%82%BE%E7%A7%BB%E6%A4%8D%E5%B7%A5%E4%BD%9C%E4%BB%A5%E6%9D%A5%EF%BC%8C%E7%9B%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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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7%B2%E6%9C%89%E8%BF%91%E5%8D%83%E4%BE%8B&rlz=1C1OPRB_enUS564US570&es_sm=122&source=lnt&tb

s=cdr%3A1%2Ccd_min%3A2004%2Ccd_max%3A2015&tb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08.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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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我要带头向捐献者鞠躬 来源：广州日报 2013 年 3 月 13 日 A6 版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3-

03/13/content_2178697.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512044027/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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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北京协和医院》石冰冰简介 http://www.pumch.cn/Item/1926.aspx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8213723/http://www.pumch.cn/Item/1926.aspx 
45《中国医师协会》获奖医师 

http://www.doctorpda.cn/prize/2014/detail/?id=41 

https://archive.is/wip/NuCqM 
46
《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  李汉忠 

http://www.pumch.cn/Item/192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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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umch.cn/Item/192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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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umch.cn:80/Item/192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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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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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11103637/http://www.pumch.cn:80/Item/1940.aspx 
51《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 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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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11103511/http://www.pumch.cn/Item/1934.aspx 
52《好大夫在线》周敬敏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x2XCrPi3poYKb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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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oiYGYZw0GnIKBtDEBxt8k/menzhen.htm?orderby=&p=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309214000/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oiYGYZw0GnIKBtDEBxt

8k/menzhen.htm?orderby=&p=2 
54《北京协和医院》钟守先简介 

http://www.pumch.cn/Item/1617.aspx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628062819/http://www.pumch.cn/Item/1617.aspx 
55
《北京协和医院》毛一雷简介 

http://www.pumch.cn/Item/1614.aspx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1005110358/http://www.pumch.cn/Item/1614.aspx 
56《北京协和医院》桑新亭简介 

http://www.pumch.cn:80/Item/1615.aspx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904072226/http://www.pumch.cn:80/Item/1615.aspx 
57《北京协和医院》眼科  李莹 

http://www.pumch.cn/Item/1066.aspx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04249/http://www.pumch.cn/Item/1066.aspx 
58《北京协和医院》眼科  王忠海 

http://www.doctorpda.cn/prize/2014/detail/?id=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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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umch.cn/Item/2086.aspx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5082501/http://www.pumch.cn/Item/2086.aspx 
59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介 

https://baike.baidu.com/item/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https://archive.is/ SLcFm 
60《北京大学医学部》 信息周刊 2013 年 第 21 期 2013 年 12 月 03 日 来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医

院动态】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承办第二届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培训暨人体器官移植政策培训会议”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05944/http://dxb.bjmu.edu.cn/art/2013/12/3/art_12568_91407

.html 
61《新华网》专家：死囚器官来源减少将使等待救治患者增多 2013 年 09 月 03 日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3-09/03/c_125305093.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01.png 
62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https://archive.is/seCuM 
63
北医三院新外科病房搬迁 

https://archive.is/eyhdc 
64《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https://archive.is/seCuM 
65《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人员组成 

http://archive.is/OLAB8 
66《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简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2008/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BeiDaDiSanYiYuanKu

aiXun/2011-03/5588.htm 
67《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肾移植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616091950/http://b3mnk.cnkme.com/treatments/show/4137 
68《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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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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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简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2008/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BeiDaDiSanYiYuanKu

aiXun/2011-03/5588.htm 
72《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肝移植中心》专家介绍–张同琳, 主任医师, 

http://www.eightbridge.com/livertx/old/expertA-ztl.htm 

http://archive.is/3vkzt 
73马潞林－百度百科 2016 

http://baike.baidu.com/view/2750993.htm 

https://archive.is/wcJgA 
74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肾移植简介 

http://b3mnk.cnkme.com/treatments/show/413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616091950/http://b3mnk.cnkme.com/treatments/show/4137 
75《好大夫在线》修典荣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iYGYZwnxbc2dcByMhc7g.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194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iYGYZwnxbc2dcByMhc7

g.htm# 
76《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肝移植中心》专家介绍  袁炯 

http://www.liver-tx.net/z04.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1941/http://www.liver-tx.net/z04.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05944/http:/dxb.bjmu.edu.cn/art/2013/12/3/art_12568_91407.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05944/http:/dxb.bjmu.edu.cn/art/2013/12/3/art_12568_91407.html
https://archive.is/seCuM
https://archive.is/eyhdc
https://archive.is/seCuM
http://archive.is/OLAB8
http://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2008/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BeiDaDiSanYiYuanKuaiXun/2011-03/5588.htm
http://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2008/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BeiDaDiSanYiYuanKuaiXun/2011-03/5588.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616091950/http:/b3mnk.cnkme.com/treatments/show/413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5
http://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2008/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BeiDaDiSanYiYuanKuaiXun/2011-03/5588.htm
http://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2008/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BeiDaDiSanYiYuanKuaiXun/2011-03/55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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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肝移植中心》专家介绍  王昌明 

http://www.liver-tx.net/z05.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1824/http://www.liver-tx.net/z05.html 
78《好大夫在线》蒋斌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iYGYZwnxo3XIhpq-4h0m.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181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iYGYZwnxo3XIhpq-

4h0m.htm 
79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肝移植中心》专家介绍  杨晓霞 

http://www.liver-tx.net/z07.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1805/http://www.liver-tx.net/z07.html 
80《好大夫在线》宋世兵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iYGYZwnCI1YXfLKC7fiV.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174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iYGYZwnCI1YXfLKC7fi

V.htm 
81《好大夫在线》原春辉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hbELdy8SzvH6fbnp.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174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hbELdy8SzvH

6fbnp.htm 
82
《好大夫在线》马朝来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Vl8i49LoalFRy9w.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173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Vl8i49LoalF

Ry9w.htm 
83
《好大夫在线》王港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bYk8JtvC5s9enjZ.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172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bYk8JtvC5s

9enjZ.htm 
84《好大夫在线》孙涛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Vl8-66N34PvWMSU.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172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Vl8-

66N34PvWMSU.htm 
85《好大夫在线》王德臣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iYGYZwnxq9quPKsNiPfO.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0609315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iYGYZwnxq9quPKsNiPf

O.htm 
86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侯小飞简介 http://puh3.net.cn/mnwk/zjjs/38685.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213213601/http://puh3.net.cn/mnwk/zjjs/38685.shtml  
87《中国器官移植网》 2011 年 03 月 04 日 罗康平--肾移植，副主任医师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BeiDaDiSanYiYuanZhuanJiaTuanDui/2011-03/5591.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1705/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BeiDaDiSanYiYuanZ

huanJiaTuanDui/2011-03/5591.htm 
88
《中国器官移植网》 2011 年 03 月 04 日  赵磊--肾移植，副主任医师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BeiDaDiSanYiYuanZhuanJiaTuanDui/2011-03/5590.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1655/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BeiDaDiSanYiYuanZ

huanJiaTuanDui/2011-03/5590.htm 
89《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王国良简介 

http://puh3.net.cn/mnwk/zjjs/38687.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3184025/http://puh3.net.cn/mnwk/zjjs/38687.shtml 
90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张树栋简介 

http://puh3.net.cn/mnwk/zjjs/38715.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3200809/http://puh3.net.cn/mnwk/zjjs/38715.shtml 
91《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 2008 年 12 卷 31 期 6133-6136 页 

“肾移植受者术后外科并发症 615 例次分析” 

作者：张树栋、马潞林、王国良、侯小飞、罗康平、赵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北京市,100083)；   
92《好大夫在线》孙凌波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XCoLUOkcvReRtJXK298J.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123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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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oLUOkcvReRtJXK298J.htm 
93《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闫天生大夫简介 

http://puh3.net.cn/xwk/zjjs/29176.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1237/http://puh3.net.cn/xwk/zjjs/29176.shtml 
94
《好大夫在线》洪晶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XCoLUEz3tTQgjgKEL-rP.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210020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XCoLUEz3tTQgjgKEL-

rP.htm 
95《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许永根大夫简介 

http://puh3.net.cn/yk/zjjs/30700.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1256/http://puh3.net.cn/yk/zjjs/30700.shtml 
96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冯云大夫简介 

http://puh3.net.cn/yk/zjjs/64930.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3184447/http://puh3.net.cn/yk/zjjs/64930.shtml 
97《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郝燕生大夫简介 

http://puh3.net.cn/yk/zjjs/30407.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11242/http://puh3.net.cn/yk/zjjs/30407.shtml 
98《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马志中大夫简介 

http://puh3.net.cn/yk/zjjs/29198.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3220949/http://puh3.net.cn/yk/zjjs/29198.shtml 
99《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万峰大夫简介 

http://puh3.net.cn/xwk/zjjs/29379.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05329/http://puh3.net.cn/xwk/zjjs/29379.shtml 
100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简介 

https://archive.vn/dKkfp 
101《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肾移植科科室介绍 时间:2014-10-13 

http://qdumh.qd.sd.cn/ks/yizhizhongxin/shenzang/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06.png 
102《青岛日报》2014 年 2 月 26 日“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成立器官移植中心—国内顶尖专家担纲常驻可做四类器

官移植手术”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222.png 
103《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移植科科室介绍 时间:2014-10-13 

http://qdumh.qd.sd.cn/ks/yizhizhongxin/ganzang/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09.png 
104《青岛大学附属医院》2014 年 8 月 5 日，“攀登永不止步打造国内一流的器官移植中心” 

http://qdumh.qd.sd.cn/a/yiyuandongtai/yiyuanxinwen/2014/0805/3287.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75.png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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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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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08《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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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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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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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明慧网》青岛市何立芳被虐杀 疑被活摘器官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9/12/3/%E9%9D%92%E5%B2%9B%E5%B8%82%E4%BD%95%E7%AB%8B%E8%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222.png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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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B3%E8%A2%AB%E8%99%90%E6%9D%80-%E7%96%91%E8%A2%AB%E6%B4%BB%E6%91%98%E5%99%A8%E5%AE%98-

396578.html 
113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肾移植科科室介绍 http://qdumh.qd.sd.cn/ks/yizhizhongxin/shenzang 

https://archive.is/L6p1A 
114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肝移植科科室介绍 http://qdumh.qd.sd.cn/ks/yizhizhongxin/ganzang 

https://archive.is/dxO4Z 
115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肝移植科科室介绍 http://qdumh.qd.sd.cn/ks/yizhizhongxin/ganzang 

https://archive.is/dxO4Z 
116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肝移植科科室介绍 http://qdumh.qd.sd.cn/ks/yizhizhongxin/ganzang 

https://archive.is/dxO4Z 
117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肝移植科科室介绍 http://qdumh.qd.sd.cn/ks/yizhizhongxin/ganzang 

https://archive.is/dxO4Z 
118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肝移植科科室介绍 http://qdumh.qd.sd.cn/ks/yizhizhongxin/ganzang 

https://archive.is/dxO4Z 
119青岛大学医学院眼科 

http://qmc.qdu.edu.cn/xkjs/gjzdxk/2013621/222.htm 

https://archive.is/M842h 
120《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专家介绍 孙立江 http://qdumh.qd.sd.cn/a/miniaowaike_benbu/list_130_1.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7224433/http://qdumh.qd.sd.cn/a/miniaowaike_benbu/list_130_1

.html 
121《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专家介绍 李慎谦 http://qdumh.qd.sd.cn/a/miniaowaike_benbu/list_130_1.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7224433/http://qdumh.qd.sd.cn/a/miniaowaike_benbu/list_130_1

.html 
122
《好大夫在线》闫靖中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SmJruD9XRfC4Kp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623550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SmJruD9XRfC

4Kpr.htm# 
123《好大夫在线》李延江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Smi7uD9XRfC4Kp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616365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Smi7uD9XRfC

4Kpr.htm 
124《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吴力群大夫简介 http://qdumh.qd.sd.cn/a/gandanwaike/list_126_1.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7212806/http://qdumh.qd.sd.cn/a/gandanwaike/list_126_1.html 
125《家庭医生在线》张炳远医生介绍 

https://mysk.familydoctor.com.cn/abaout/8510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09060106/https://mysk.familydoctor.com.cn/abaout/85109 
126《39 健康网》 卢云简介 

http://yyk.39.net/doctor/223761_detail.html 
127《好大夫在线》胡维昱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GWw0Jq2d6Co55twNygxV.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122523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GWw0Jq2d6Co5

5twNygxV.htm 
128
《好大夫在线》曹景玉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vhqlh9sHYQ8uQGIO.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117452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vhqlh9sHYQ8u

QGIO.htm 
129《好大夫在线》郭卫东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KUXH9SmHsBZYJwWN.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601173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KUXH9SmHsBZ

YJwWN.htm 
130 《青岛大学医学院》眼科简介 

htp://qmc.qdu.edu.cn/xkjs/gjzdxk/2013621/222.htm 

https://archive.is/M842h 
131《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王传富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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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qdumh.qd.sd.cn/a/yanke_benbu/list_142_1.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7233842/http://qdumh.qd.sd.cn/a/yanke_benbu/list_142_1.html 
132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姜涛简介 

http://qdumh.qd.sd.cn/a/yanke_benbu/list_142_1.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7233842/http://qdumh.qd.sd.cn/a/yanke_benbu/list_142_1.html 
133《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赵桂秋大夫简介 http://qdumh.qd.sd.cn/a/yanke_benbu/list_142_1.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7233842/http://qdumh.qd.sd.cn/a/yanke_benbu/list_142_1.html 
134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梁涛大夫简介 http://qdumh.qd.sd.cn/a/yanke_benbu/list_142_1.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7233842/http://qdumh.qd.sd.cn/a/yanke_benbu/list_142_1.html 
135《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潘晓晶大夫简介 http://qdumh.qd.sd.cn/a/yanke_benbu/list_142_1.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7233842/http://qdumh.qd.sd.cn/a/yanke_benbu/list_142_1.html 
136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魏煜程大夫简介 http://qdumh.qd.sd.cn/a/xiongwaike/list_131_1.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7230744/http://qdumh.qd.sd.cn/a/xiongwaike/list_131_1.html 
137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田凯华大夫简介 http://qdumh.qd.sd.cn/a/xiongwaike/list_131_1.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7230744/http://qdumh.qd.sd.cn/a/xiongwaike/list_131_1.html 
138
《好大夫在线》矫文捷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K20y3ej6dZX-ciU9.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618183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K20y3ej6dZX

-ciU9.htm 
139《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刘玉洪简介 

http://qdumh.qd.sd.cn/a/xiongwaike/list_131_1.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7230744/http://qdumh.qd.sd.cn/a/xiongwaike/list_131_1.html 
140《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沈毅简介 

http://qdumh.qd.sd.cn/a/xiongwaike/list_131_1.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7230744/http://qdumh.qd.sd.cn/a/xiongwaike/list_131_1.html 
14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院简介 

http://www.hrbmush.edu.cn/system/2013/09/16/000715856.shtml 

https://archive.is/wip/NboJB 
142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院简介 

http://www.hrbmush.edu.cn/system/2013/09/16/000715856.s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49.pdf 
143《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泌尿外科一病房科室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1224015101/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keshi/Index.aspx?

kid=33&gn=jianjie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50.png 
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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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追查国际发布黑龙江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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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医院的移

植医生介绍，2014 年 12 月 24 日，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13#_Toc407146775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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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48 【追查国际报告】《中国大陆医学专业论文中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更新版）》2014 年

9 月 25 日首发，2016 年 1 月 2 日更新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9#_Toc399271343  
149来源：《护理学报》 2006 年 13 卷 12 期 29-30 页“心脏移植供心采集的手术配合”作者：周丽娟、王丽

波、原英姿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心手术室,黑龙江,哈尔滨,150086)；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25.pdf 
150《武汉大学学报》中国器官捐献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13#_Toc407146775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79#_Toc399271343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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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ml-data.org/WHDXXBYXB/html/376dc553-65cf-4291-99af-7b4465c286fa.htm 

https://archive.is/TdpZl 
151
《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 2002 年 20 卷 02 期 92-94 页“劈离式肝脏移植两种劈离方法的比较研究”作者

：韩德恩、宿华威、李玉兰、胡占良、张新宇、张新晨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126.pdf 
152《中华普通外科杂志》 2004 年 19 卷 03 期 150-152 页（英文期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GENERAL 

SURGERY）“保留十二指肠的胰头切除术实用外科血管解剖学研究”作者：韩德恩、孙庆峰、胡占良、陆朝阳

、钟翔宇、李玉兰、王志东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127.pdf 
153《光明网》一场特殊运动会——哈医大二院首届器官移植患者运动会见闻 

2004-05-1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 朱伟光 通讯员 孙宇迪 关爽 

http://www.gmw.cn/content/2004-05/17/content_28913.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upholdjustice.org/upload/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37.png 
154《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泌尿外科一病房科室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1224015101/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keshi/Index.aspx?

kid=33&gn=jianjie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upholdjustice.org/upload/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38.png 
155《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专家简介  祝青国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167&kid=3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050429/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167&kid=33 
156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专家简介 高治忠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168&kid=3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034153/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168&kid=33 
157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专家简介 高治忠

http://yde.outsource.dbw.cn/Web/NewsDetail.aspx?keshi3id=384&newsid=10253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06022845/http://yde.outsource.dbw.cn/Web/NewsDetail.aspx?kesh

i3id=384&newsid=102532 
158《好大夫在线》陈昭彦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glgWRBIFkeSa2ob.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51305180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glgWRBIFkeS

a2ob.htm# 
159《好大夫在线》李翼飞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gNT0MupZO0ZUs6x.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2708585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gNT0MupZO0Z

Us6x.htm# 
160《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专家简介  赵亚昆

http://yde.outsource.dbw.cn/Web/NewsDetail.aspx?keshi3id=384&newsid=10254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06022513/http://yde.outsource.dbw.cn/Web/NewsDetail.aspx?kesh

i3id=384&newsid=102540 
16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专家简介  仇宇

http://yde.outsource.dbw.cn/Web/NewsDetail.aspx?keshi3id=384&newsid=10253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06023038/http://yde.outsource.dbw.cn/Web/NewsDetail.aspx?kesh

i3id=384&newsid=102539 
162《百度百科》吴德全简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B4%E5%BE%B7%E5%85%A8/4247852 

http://archive.is/bjHHg 
163
《家庭医生在线》杨维良大夫简介 https://mysk.familydoctor.com.cn/Abaout/9919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06023648/https://mysk.familydoctor.com.cn/Abaout/99194 

http://www.xml-data.org/WHDXXBYXB/html/376dc553-65cf-4291-99af-7b4465c286fa.htm
http://www.gmw.cn/content/2004-05/17/content_28913.htm
http://www.upholdjustice.org/upload/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37.png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1224015101/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keshi/Index.aspx?kid=33&gn=jianji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1224015101/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keshi/Index.aspx?kid=33&gn=jianjie
http://www.upholdjustice.org/upload/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38.png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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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健康之路》韩德恩简介

http://shanli.yihu.com/doctor/hlj/0C635DCC4E84484D9C70A451BF60F202.shtml?deptId=6442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06024003/http://shanli.yihu.com/doctor/hlj/0C635DCC4E84484D9C

70A451BF60F202.shtml?deptId=64427 
165
《好大夫在线》孙世波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TXKbrpF9fQsVXyf.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005022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TXKbrpF9fQs

VXyf.htm 
166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崔云甫简介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82&kid=2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130555/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82&kid=20 
167
《好大夫在线》姜明山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glgn0Zu58TyeNG7.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918022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glgn0Zu58Ty

eNG7.htm 
168《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胡占良简介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86&kid=2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052121/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86&kid=20 
169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王志东简介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87&kid=2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050743/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87&kid=20 
170《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曾兆林简介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114&kid=2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113954/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114&kid=25 
171《好大夫在线》张新宇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gWSmYSdpUn-8HdJ.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410475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gWSmYSdpUn-

8HdJ.htm# 
172《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宿华威简介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120&kid=2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053422/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120&kid=26 
173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邰升简介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84&kid=2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042242/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84&kid=20 
174《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孙铁为简介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118&kid=2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051224/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118&kid=26  
175《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张新晨简介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111&kid=2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050339/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111&kid=25 
176《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 2002 年 20 卷 02 期 92-94 页 

“劈离式肝脏移植两种劈离方法的比较研究” 

作者：韩德恩、宿华威、李玉兰、胡占良、张新宇、张新晨  
177《好大夫在线》吴乃石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w0JrcDWKEMSMwtP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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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004040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w0JrcDWKEMS

MwtPM.htm 
178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谢宝栋简介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68&kid=1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034749/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68&kid=15 
179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吕航简介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71&kid=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034759/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71&kid=16 
180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陈子道简介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77&kid=1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031751/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77&kid=17  
181《好大夫在线》韩振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glGpOLYsexE0YC8.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601063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glGpOLYsexE

0YC8.htm 
182《好大夫在线》夏求明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gNwOozM21bXlzu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32117575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gNwOozM21bX

lzuR.htm 
183《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田伟臣简介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69&kid=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034754/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69&kid=16 
184《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姚志发简介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76&kid=1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130550/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76&kid=17 
185
《好大夫在线》蒋树林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gNfRyqZSnk6w5sT.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200131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gNfRyqZSnk6

w5sT.htm 
186《好大夫在线》李君权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gNDWk6N34PvWMSU.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712462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gNDWk6N34Pv

WMSU.htm 
187《好大夫在线》田海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TXxOqEsNJ7qcZX0.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2805210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TXxOqEsNJ7q

cZX0.htm# 
188《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张临友简介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78&kid=1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050733/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78&kid=18 
189《好大夫在线》杨春文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w0xqU78SzvH6fbnp.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0603091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w0xqU78SzvH

6fbnp.htm 
190《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张雪菲简介

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aspx?yid=238&kid=6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4053555/http://appweb.dbw.cn/dbw.yida2/web/zhuanjia/Details.

aspx?yid=238&kid=65 
191《好大夫在线》曲利军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WSRhmyfTr2dvRhXMk1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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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51523465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WSRhmyfTr2d

vRhXMk1f.htm# 
192
《百度百科》任晓平简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BB%E6%99%93%E5%B9%B3/1023706 

http://archive.is/RNv0A 
193
《中美移植网》刘宏宇 http://www.0188.com/show.asp?id=67347 

194《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简介 

https://baike.baidu.com/item/武汉大学中南医院/6399366?fromtitle=中南医院&fromid=7868961 
195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 

http://www.znhospital.com/DoctorDetail.aspx?did=28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80.png 
196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简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116134310/https://www.haodf.com/faculty/DE4r0BCkuHzduSI-c8icdu-

554j7S.htm 
197《中共湖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武汉三镇盛装迎接希拉克  

https://archive.is/wbNdx 
198《百度百科》叶启发简介 

https://archive.is/UWHSV 
19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 

2013 年 8 月 1 日“已批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项目的医院名单 ” 

http://web.archive.org/web/20150316003254/http://www.moh.gov.cn/zhuzhan/sjcx/201308/1ef2115e6ce

84414b28bcc4b608d0910.shtml 
200《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2013 年 04 期 195-199 页（英文期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Electronic Version)） 

“血清降钙素原检测对于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诊断价值” 

作者：范林、叶啟发、钟自彪、明英姿、叶少军、王彦峰 
201《中华肝胆外科杂志》2013 年 19 卷 02 期 105-107 页（英文期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64 例脂肪变性供肝临床肝移植疗效分析” 作者：叶启发、明英姿、赵杰、彭贵主、张毅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81.pdf 
202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官网》眼科简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116133330/https://znhospital.com/YLXKJYK5L/11479.jhtml 
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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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Toc366574836 
204《中华肝胆外科杂志》2013 年 19 卷 02 期 105-107 页（英文期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64 例脂肪变性供肝临床肝移植疗效分析” 作者：叶启发、明英姿、赵杰、彭贵主、张毅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81.pdf 
205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在武汉成立 

http://archive.is/HofXs 
206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 

http://www.znhospital.com/DoctorDetail.aspx?did=28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80.png 
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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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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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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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rchive.is/HofXs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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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人民网》湖北省发现罕见“淀粉人” 肝移植后转危为安 2015 年 07 月 09 日    来源：武汉晨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622162250/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5/0709/c14739-

27276796.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33.pdf 
212
《互动百科》叶启发简介 

http://www.baike.com/wiki/%E5%8F%B6%E5%90%AF%E5%8F%91 
213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叶少军简介 

http://archive.is/xGvpt 
214《好大夫在线》张毅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hpWhEI0-22oNxVxB.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41505443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hpWhEI0-

22oNxVxB.htm# 
215《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彭贵主简介 

http://www.znhospital.cn/DoctorDetail.aspx?id=18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906182300/http://www.znhospital.cn/DoctorDetail.aspx?id=183 
216
《 好大夫在线》元文勇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SmwapMEBi1InoYl.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1150508/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SmwapMEBi1I

noYl.htm 
217
《好大夫在线》王彦峰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YCUoNS3kz6ysPJqswJw.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0607074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KYCUoNS3kz6y

sPJqswJw.htm# 
218《好大夫在线》专家介绍  赵金平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SEhobX3HVJ2rF-e.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211443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SEhobX3HVJ2

rF-e.htm# 
219《好大夫在线》专家介绍  郑新民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egWCp3oBq7c5PLvm.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608300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egWCp3oBq7c5

PLvm.htm 
220
《 好大夫在线》孙培龙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vMBGs3KCctdxdDa.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101816163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vMBGs3KCctd

xdDa.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16020556/http://z.xywy.com/zhuanjia-znhospital-

gandanjibingyanjiuyuan-sunpeilong.htm 
221《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简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222《我院已全面开展各类器官移植手术》   2014-06-08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http://gw.yiyaoxueba.cn/k/a/f.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95.png 
223《我院已全面开展各类器官移植手术》 2014-06-08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http://gw.yiyaoxueba.cn/k/a/f.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95.png 
224《明慧网》调查线索：武汉市医院器官移植情况通报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6/7/11/%E8%B0%83%E6%9F%A5%E7%BA%BF%E7%B4%A2-

%E6%AD%A6%E6%B1%89%E5%B8%82%E5%8C%BB%E9%99%A2%E5%99%A8%E5%AE%98%E7%A7%BB%E6%A4%8D%E6%83%85%E

5%86%B5%E9%80%9A%E6%8A%A5-132728.html 
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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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生命接力先锋队”走进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时间：2020-11-0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622162250/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5/0709/c14739-27276796.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622162250/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5/0709/c14739-27276796.html
http://archive.is/xGvpt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6/7/11/%E8%B0%83%E6%9F%A5%E7%BA%BF%E7%B4%A2-%E6%AD%A6%E6%B1%89%E5%B8%82%E5%8C%BB%E9%99%A2%E5%99%A8%E5%AE%98%E7%A7%BB%E6%A4%8D%E6%83%85%E5%86%B5%E9%80%9A%E6%8A%A5-132728.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6/7/11/%E8%B0%83%E6%9F%A5%E7%BA%BF%E7%B4%A2-%E6%AD%A6%E6%B1%89%E5%B8%82%E5%8C%BB%E9%99%A2%E5%99%A8%E5%AE%98%E7%A7%BB%E6%A4%8D%E6%83%85%E5%86%B5%E9%80%9A%E6%8A%A5-132728.html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6/7/11/%E8%B0%83%E6%9F%A5%E7%BA%BF%E7%B4%A2-%E6%AD%A6%E6%B1%89%E5%B8%82%E5%8C%BB%E9%99%A2%E5%99%A8%E5%AE%98%E7%A7%BB%E6%A4%8D%E6%83%85%E5%86%B5%E9%80%9A%E6%8A%A5-132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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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mhospital.com/article/id/7154.html 

https://archive.is/uzSiy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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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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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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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最强心脏--心脏移植让患者重获“心”生 http://www.yx129.com/quanzi/thread_161726.html 

https://archive.is/Ail3Z 
231
 最强心脏--心脏移植让患者重获“心”生 http://www.yx129.com/quanzi/thread_161726.html 

https://archive.is/Ail3Z 
232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我院器官移植科成功进行 4 台器官移植手术 

活下去！29 岁小伙的生命，在 4 个人身上延续 2015-06-29 

https://archive.vn/SjXmF 
233 省人民医院七天完成 4 台心脏移植 

http://archive.is/7A7Fk 
234 《荆楚网（湖北日报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成功实施湖北首例二次肺移植手术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19201656/http://m.cnhubei.com/content/2022-

09/02/content_15029288.html 
235 《武汉大学新闻网》全球第一！接受肺移植的新冠肺炎患者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出院 

系全球 10 例新冠肺移植中首位出院患者 

发布时间：2020-07-2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19201737/https://news.whu.edu.cn/info/1002/61220.htm 
236 《荆楚网（湖北日报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成功实施湖北首例二次肺移植手术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19201656/http://m.cnhubei.com/content/2022-

09/02/content_15029288.html 
237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周江桥 http://www.rmhospital.com/884/88421.aspx?id=358204 

http://archive.is/DxvCF 
238 最强心脏--心脏移植让患者重获“心”生 http://www.yx129.com/quanzi/thread_161726.html 

https://archive.is/Ail3Z 
239
 《好大夫在线》刘修恒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wEK7Pv5LwmK7DLi.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902124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wEK7Pv5LwmK

7DLi.htm# 
240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詹炳炎简介 http://www.rmhospital.com/884/88421.aspx?id=229204 
241 《好大夫在线》胡云飞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wmx1tdX6gWDmEzh.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703133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wmx1tdX6gWD

mEzh.htm 
242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官方网站》祝恒成简介 http://www.rmhospital.com/884/88421.aspx?id=231204 

243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官方网站》陈志远简介 http://www.rmhospital.com/884/88421.aspx?id=233204 
244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官方网站》葛名欢简介 http://www.rmhospital.com/884/88421.aspx?id=286204 
245 武汉人民医院肝移植专家丁佑铭介绍 http://www.91160.com/doctors/index/docid-100223522.html 

http://archive.is/gtTu1 
246
 《好大夫在线网站》杨燕宁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wnCsVGvdhaHfIMj.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611025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wnCsVGvdhaH

fIMj.htm 
247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袁静简介 http://www.rmhospital.com/884/88421.aspx?id=186204 
248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艾明简介 http://www.rmhospital.com/884/88421.aspx?id=188704 
249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耿庆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19203100/http://www.rmhospital.com/d/edu/136.html 
250
 《荆楚网（湖北日报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成功实施湖北首例二次肺移植手术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19201656/http://m.cnhubei.com/content/2022-

http://www.rmhospital.com/article/id/7154.html
http://archive.is/7A7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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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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content_15029288.html 
251 《好大夫在线》江文洋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19203220/https://www.haodf.com/doctor/1059829570.html 
252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张兴华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19203215/http://www.rmhospital.com/d/2766.html 
253 《荆楚网（湖北日报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成功实施湖北首例二次肺移植手术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19201656/http://m.cnhubei.com/content/2022-

09/02/content_15029288.html 
254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汪巍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19203215/http://www.rmhospital.com/d/2766.html 
255
 《荆楚网（湖北日报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成功实施湖北首例二次肺移植手术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19201656/http://m.cnhubei.com/content/2022-

09/02/content_1502928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