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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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地区: 全国 

编号: 114030   (序号：1) 

姓名: 黑静环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生命无罪》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18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32   (序号：2) 

姓名: 黄雨生 

职务: 导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骗术的真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31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39   (序号：3) 

姓名: 徐伟杰 

职务: 导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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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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生死呼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3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40   (序号：4) 

姓名: 叶辛 

职务: 编剧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生死呼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37 

      电影《走出死亡陷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0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41   (序号：5) 

姓名: 赵福莲 

职务: 编剧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生死呼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3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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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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42   (序号：6) 

姓名: 刘嘉俊 

职务: 编剧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生死呼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3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43   (序号：7) 

姓名: 吴冕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生死呼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3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46   (序号：8) 

姓名: 梁左 

职务: 编剧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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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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大师出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44 

      电视剧《如此出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已亡,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47   (序号：9) 

姓名: 刘金山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大师出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44 

      电视剧《如此出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48   (序号：10) 

姓名: 虞梦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大师出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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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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49   (序号：11) 

姓名: 蔡明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大师出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44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50   (序号：12) 

姓名: 张会军 

职务: 摄影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大师出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44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54   (序号：13) 

姓名: 秦志钰 

职务: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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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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新甜蜜的事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51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55   (序号：14) 

姓名: 张世澄 

职务: 导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新甜蜜的事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51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56   (序号：15) 

姓名: 凌元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新甜蜜的事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51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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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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57   (序号：16) 

姓名: 刘钊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新甜蜜的事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51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58   (序号：17) 

姓名: 郝爱民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新甜蜜的事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51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59   (序号：18) 

姓名: 王茜华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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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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新甜蜜的事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51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61   (序号：19) 

姓名: 彦小追 

职务: 导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如此出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62   (序号：20) 

姓名: 张辉 

职务: 编剧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如此出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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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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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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4063   (序号：21) 

姓名: 冯远征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如此出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64   (序号：22) 

姓名: 岳秀清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如此出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65   (序号：23) 

姓名: 刘伯英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如此出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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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66   (序号：24) 

姓名: 余蔚 

职务: 摄像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如此出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69   (序号：25) 

姓名: 王小朴 

职务: 编剧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四川方言评书《李伯清散打“法轮功”》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70   (序号：26) 

姓名: 牛平 

职务: 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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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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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四川方言评书《李伯清散打“法轮功”》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71   (序号：27) 

姓名: 李伯清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视剧－四川方言评书《李伯清散打“法轮功”》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6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83   (序号：28) 

姓名: 莫骄 

职务: 导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深渊―邪教的本质》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8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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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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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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84   (序号：29) 

姓名: 刘允良 

职务: 摄影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深渊―邪教的本质》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8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85   (序号：30) 

姓名: 姚大禹 

职务: 摄影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深渊―邪教的本质》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8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91   (序号：31) 

姓名: 薛海波 

职务: 制片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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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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宇宙与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92   (序号：32) 

姓名: 万迪基 

职务: 出品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宇宙与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93   (序号：33) 

姓名: 阎哓明 

职务: 出品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宇宙与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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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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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4094   (序号：34) 

姓名: 任振华 

职务: 监制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宇宙与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95   (序号：35) 

姓名: 姜涛 

职务: 监制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宇宙与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96   (序号：36) 

姓名: 忻迎 

职务: 导演编剧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宇宙与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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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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97   (序号：37) 

姓名: 李昭栋 

职务: 电影制片厂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宇宙与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98   (序号：38) 

姓名: 马玉成 

职务: 电影制片厂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宇宙与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099   (序号：39) 

姓名: 王小明 

职务: 电影制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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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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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宇宙与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00   (序号：40) 

姓名: 刘建中 

职务: 电影制片厂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宇宙与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01   (序号：41) 

姓名: 张海芳 

职务: 电影制片厂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宇宙与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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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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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02   (序号：42) 

姓名: 何作庥 

职务: 电影制片厂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宇宙与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9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08   (序号：43) 

姓名: 王国贤 

职务: 导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走出死亡陷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0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09   (序号：44) 

姓名: 丁丹妮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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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走出死亡陷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0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10   (序号：45) 

姓名: 周国宾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走出死亡陷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0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13   (序号：46) 

姓名: 东涛 

职务: 监制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走出死亡陷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0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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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4114   (序号：47) 

姓名: 戈日泰 

职务: 导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走出死亡陷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0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15   (序号：48) 

姓名: 张良 

职务: 编剧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走出死亡陷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0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16   (序号：49) 

姓名: 李晓红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走出死亡陷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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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17   (序号：50) 

姓名: 任泽巍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走出死亡陷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0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21   (序号：51) 

姓名: 邢松 

职务: 制片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22   (序号：52) 

姓名: 冯全利 

职务: 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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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23   (序号：53) 

姓名: 要绍文 

职务: 制片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24   (序号：54) 

姓名: 康璇 

职务: 制片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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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25   (序号：55) 

姓名: 塞夫 

职务: 出品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26   (序号：56) 

姓名: 张国民 

职务: 监制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27   (序号：57) 

姓名: 刘瑞 

职务: 监制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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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28   (序号：58) 

姓名: 杨成林 

职务: 监制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29   (序号：59) 

姓名: 毛宪文 

职务: 策划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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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4130   (序号：60) 

姓名: 庞亚文 

职务: 策划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31   (序号：61) 

姓名: 陈滨 

职务: 策划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32   (序号：62) 

姓名: 新夫 

职务: 策划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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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33   (序号：63) 

姓名: 张玉峰 

职务: 策划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34   (序号：64) 

姓名: 张连生 

职务: 策划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35   (序号：65) 

姓名: 白朝蓉 

职务: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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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36   (序号：66) 

姓名: 陈骏涛 

职务: 顾问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37   (序号：67) 

姓名: 李耕 

职务: 副导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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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38   (序号：68) 

姓名: 刘绍棠 

职务: 作家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39   (序号：69) 

姓名: 李宝林 

职务: 编剧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40   (序号：70) 

姓名: 刘欣 

职务: 主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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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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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41   (序号：71) 

姓名: 孔琳 

职务: 主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42   (序号：72) 

姓名: 黄小雷 

职务: 主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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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4143   (序号：73) 

姓名: 陈兵 

职务: 主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44   (序号：74) 

姓名: 柯杨 

职务: 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45   (序号：75) 

姓名: 陈咏 

职务: 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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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46   (序号：76) 

姓名: 李明铭 

职务: 技术顾问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47   (序号：77) 

姓名: 高铁民 

职务: 法律顾问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48   (序号：78) 

姓名: 汝水仁 

职务: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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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49   (序号：79) 

姓名: 宁亚洲 

职务: 摄影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50   (序号：80) 

姓名: 原朝 

职务: 美术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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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51   (序号：81) 

姓名: 刘氢 

职务: 剪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52   (序号：82) 

姓名: 粱笳动 

职务: 录音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53   (序号：83) 

姓名: 雷蕾 

职务: 作曲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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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54   (序号：84) 

姓名: 王备 

职务: 作曲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55   (序号：85) 

姓名: 张宏 

职务: 副美术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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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4156   (序号：86) 

姓名: 郭京霞 

职务: 化装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57   (序号：87) 

姓名: 王建勤 

职务: 服装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58   (序号：88) 

姓名: 侯双庆 

职务: 服装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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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59   (序号：89) 

姓名: 李建忠 

职务: 道具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60   (序号：90) 

姓名: 戴西良 

职务: 照明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61   (序号：91) 

姓名: 马彤的 

职务: 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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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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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62   (序号：92) 

姓名: 郑四水 

职务: 置景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63   (序号：93) 

姓名: 杨东明 

职务: 烟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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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64   (序号：94) 

姓名: 魏俊华 

职务: 拟音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65   (序号：95) 

姓名: 曹凤萍 

职务: 会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66   (序号：96) 

姓名: 王世杰 

职务: 剧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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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67   (序号：97) 

姓名: 宋建平 

职务: 剧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68   (序号：98) 

姓名: 高京立 

职务: 剧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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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4169   (序号：99) 

姓名: 马丁 

职务: 音乐录音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电影《花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1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80   (序号：100) 

姓名: 李仁义 

职务: 制片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大型舞台剧《走出地狱―邪教警示录》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7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81   (序号：101) 

姓名: 王佳纳 

职务: 导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大型舞台剧《走出地狱―邪教警示录》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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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82   (序号：102) 

姓名: 高侠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大型舞台剧《走出地狱―邪教警示录》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7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83   (序号：103) 

姓名: 舒力生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大型舞台剧《走出地狱―邪教警示录》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7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84   (序号：104) 

姓名: 何英琼 

职务: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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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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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大型舞台剧《走出地狱―邪教警示录》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7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85   (序号：105) 

姓名: 李卫东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大型舞台剧《走出地狱―邪教警示录》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7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86   (序号：106) 

姓名: 陈伟榕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大型舞台剧《走出地狱―邪教警示录》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7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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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87   (序号：107) 

姓名: 刘晓翠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大型舞台剧《走出地狱―邪教警示录》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7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88   (序号：108) 

姓名: 王阿楠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大型舞台剧《走出地狱―邪教警示录》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7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96   (序号：109) 

姓名: 谭均华 

职务: 编剧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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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世悲喜剧《天鹅劫》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94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97   (序号：110) 

姓名: 蒋希均 

职务: 编剧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警世悲喜剧《天鹅劫》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94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198   (序号：111) 

姓名: 郎闻燕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警世悲喜剧《天鹅劫》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94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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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4199   (序号：112) 

姓名: 李福康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警世悲喜剧《天鹅劫》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194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06   (序号：113) 

姓名: 霍利民 

职务: 联系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话剧《别了，邪教》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03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10   (序号：114) 

姓名: 汤国明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幕话剧《梦醒时分》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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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11   (序号：115) 

姓名: 蔡九华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幕话剧《梦醒时分》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08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12   (序号：116) 

姓名: 李宝发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幕话剧《梦醒时分》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08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32   (序号：117) 

姓名: 张小波 

职务: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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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戏剧《假神劝妻》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2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33   (序号：118) 

姓名: 刘冬梅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戏剧《假神劝妻》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2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34   (序号：119) 

姓名: 毛毛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戏剧《假神劝妻》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2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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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35   (序号：120) 

姓名: 司旭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戏剧《假神劝妻》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2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40   (序号：121) 

姓名: 陈解民 

职务: 编剧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现代戏《生日》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39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47   (序号：122) 

姓名: 邹春瑞 

职务: 编剧（创作者）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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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剧《魂殇》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45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60   (序号：123) 

姓名: 靳玲展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现代评剧《心灵的呼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5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61   (序号：124) 

姓名: 徐金仙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现代评剧《心灵的呼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57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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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4269   (序号：125) 

姓名: 夏雨田 

职务: 编剧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相声《坑人记》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68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71   (序号：126) 

姓名: 李金辉 

职务: 导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小品《斗法》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7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72   (序号：127) 

姓名: 邢月琴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小品《斗法》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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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73   (序号：128) 

姓名: 张彤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小品《斗法》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7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74   (序号：129) 

姓名: 王伟 

职务: 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小品《斗法》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70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77   (序号：130) 

姓名: 赵本山 

职务: 《卖拐》导演、编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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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小品《卖拐》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76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78   (序号：131) 

姓名: 范伟 

职务: 《卖拐》导演、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小品《卖拐》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76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编号: 114279   (序号：132) 

姓名: 高秀敏 

职务: 《卖拐》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小品《卖拐》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276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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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制作污蔑法轮功的电影、电视、戏剧之相关责任人及单位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