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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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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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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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包含其中六篇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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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对北部战区总医院（原沈阳军区总医院） 

涉嫌活摘法轮功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金廊商圈文化路 83 号 

 

前言 

 

北部战区总医院（原沈阳军区总医院）创建东北地区和全军第一家眼库，眼角膜移植数量巨大。肾

移植及其他大器官移植发展迅速，录音录像证据显示，该院肾移植量大且手术频繁。2009 年有活摘

现场持枪警卫警察电话举证在该院手术室，目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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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军区总医院始建于 1948 年 11 月，为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1。下设一个正团级医院和一个临

床部，院本部设有 50多个临床医技科室，床位 1200 余张2。 

 

一、现场持枪警卫证人证词：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2009 年 12 月 12 日，辽宁省锦州市的一名曾担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场持枪警卫的武警，打电话

向追查国际举证他目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2002 年 4月 9日，在沈阳军区总医院 15 楼

的一间手术室内，证人持枪警卫，证人曾亲眼看到两个军医（其中一名军官证号码 0106069）将一

名 30 多岁的修炼法轮功的中学女教师，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活生生地摘取了她的心、肝、肾器官

。在此之前，女教师曾遭受一个月的严刑拷打、侮辱和强暴3。 

除了活摘器官外， 证人还披露了更多不为人知的罪恶。例如：锦州公安局迫害致死多名法轮功学员

，但称这些学员是自杀、意外； 还将法轮功学员的脑浆吸出来等；除此之外，还有更邪恶的……。 

 

证人证词包括如下内容： 

手术开始时间：2002 年 4月 9日下午 5 点 

手术时长：3个小时 

手术地点：在沈阳军区总医院 15 楼的一间手术室内（经核实，沈阳军区总医院 15 至 17楼均为外科
4） 

手术参与医生：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来的两名军医： 

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其中一名军官证号码

010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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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在场总人数： 5 人（应不包括证人在内） 

手术中摘除器官：心、肝、肾、眼角膜。 

其他证词细节： 

证人：手术刀，手术刀在胸脯，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血是喷溅出来的。而不是… 

 

调查员：你看到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证人：女的。 

 

调查员：年轻的么？ 

证人：30 多岁吧。 
 

调查员：那她口中还喊着法轮大法好吗？ 

证人：还喊着 还喊着。 

 

调查员：你说一下她当时是怎么说的。 

证人：当时，我们经历了得有对她一个星期对她的审问，严刑拷打，身上已经有无数次伤疤，并且

电棍、电，她已经神智不清…神智不清，打傻了，已经就是，反正她又不吃东西，然后我们强行的

给她灌牛奶， 往她的胃里，她不喝就强行的给她灌。你知道那个，把她的鼻子捏上，人的本能就必

须喝去，于是维持着，她 7天瘦了将近 15 斤，而这个时候不知道，可能是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

反正是一个挺保密的部门，派了两个，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还有一个是第二

军医大学毕业的，具体反正一个是岁数大的，一个年轻的，在某、某，就是给她送精神病院的一个

手术室，然后进行一套东西。不打任何麻药，刀在胸脯上，他们这个手啊一点抖都不抖，要是我下

手我一定抖了。别看我在武警，我端过枪，我也进行过实弹演习。但是，我也见过很多死尸，但是

看到他们，我真的佩服他们军医，手一点也不抖，直接戴着口罩拉出来。当时我们一人拿一把手枪

在旁边站岗，这个时候她就嗷的大叫一声，那个女人就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 

 

调查员：从胸口划下去的时候她喊的法轮大法好？ 

证人：嗷的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说你杀了我一个人，大概意思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

我们好几亿人么，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么？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

，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下个头，他还继续把血管 …先摘的是

心脏，还是再摘的肾。当时心脏血管剪刀一下，她就进行抽搐，非常可怕的，我给你学下声音，反

正我也学不好，撕裂的撕裂的那样式的，然后就啊 啊… … 就一直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

大嘴。哎呀. 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调查员：我知道 那你知道她的名字么？ 

证人：她叫…我不能说，这个我不能说，因为当时在场的就几个人。 

证人：这样吧，就让我给她起个化名，就叫雪玫瑰怎么样，她的名字跟一个花有关系，就叫雪玫瑰

。 

 

调查员：就叫雪玫，玫瑰的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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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梅花的梅也可以。 

 

调查员：好，我们就叫她雪梅。 

证人：当时，这个人身份是一个老师啊，是一个老师，在中学教书的老师，她的儿子今年可能 12岁

了吧。她的老公是个没什么能耐的一个，也是一个工人吧。在这之前，她受过的羞辱更大。我们的

民警有不少就是变态的那种，给她进行，用钳子、用窥视器，都是不知道哪来的仪器，反正我都亲

眼所见，我当时没照照片就是遗憾，对她进行属于猥亵，她长的有点姿色，比较漂亮，对她进行强

暴…，太多了。 

 

调查员：就是在你所待过的那个公安局里面你就亲眼看… 

（录音 1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34） 

 

二、医院移植部门发展情况 

 

1、眼科设有规模最大眼库，手术量大 

2010 年，该院对外公开的官方网站，眼科介绍包括：“沈阳军区总医院眼科设有全军和东北地区规

模最大的眼库，总院眼科开展角膜移植具有数十年的历史，眼库的供体来源相当丰富
5
。角膜移植的

数量在东北地区居各大医院的前列，是沈阳地区唯一一家能够随时为角膜移植患者提供角膜材料的

医院，是东北地区开展角膜移植的领先单位。也是目前沈阳地区开展角膜移植例数最多的单位。

”“实施各类角膜移植手术超过千例。” 6。 

2、肾移植科手术量大，其他大器官移植科室发展情况 

该院历史资料曾显示：沈阳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是沈阳军区重点科室和肾移植中心。现有床位 36张

。近年来，每年肾移植数均超过 100 例次。至 2005 年已完成 1500 多例肾移植
7
。 

2007 年 8 月 24 日，卫生部公布的全国首批审核获准开展器官移植项目的 89 所医院中，有 27 所是

军队医院，包括沈阳军区总医院的肾移植项目；指定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 95 所医院中，有 23 所军

队医院，包括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心/肺移植项目8。 

2014 年的网站资料显示，该院介绍 “在多年肾移植经验的基础上大器官移植技术近两年也迈出了

惊人的步伐，相继开展了心脏、肝脏、肺大器官移植”9。 

 

三、媒体提供线索：沈阳陆军总院器官移植配型快 

据明慧网 2007 年 2 月 7 日报道：一大法弟子的姐姐（不修炼），因肿瘤手术住进沈阳陆军总院（沈

阳军区总医院）。看望病人期间，发现器官移植配型很快，几天内就能手术，不等、不用排号。换

器官患者入院、出院的也很多，据说前几天一批就做了十九例10。 

 

四、录像证据显示该院肾移植手术频繁11  

于溟，是来自中国大陆辽宁省沈阳市的一名法轮功学员，2018 年的一天，到沈阳军区总医院暗访，

接触到了一名在该院已做了肾移植的病患：“我在这住了两周， 手术加住院，到目前 30 万。” 

在暗访中，这名病患还透露了该院的运作情况： “他一次做两个人， 一个（肾脏供体）是给两个

人， 一对，给两个人。” 据分析：这个细节非常重要的，说明不可能是卖肾的那种人，说卖一个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34.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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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另一个留着，人还活着，也不是亲属捐献一个肾脏，因为你一下子把两个肾都取了，这个人肯

定死了。 

该院的肾移植手术相当频繁， 病患说：“我住院那几天，隔一两天就做一对。”。 

 

五、电话录音显示该院移植量大 

调查对像：沈阳军区总医院肾脏移植护士
12
 

调查录音：2017-08-23 电话（+86+ 2428851211 ） 

护士：我们做得多呀！那肯定多呀！今年做了一百多。杨宏伟主任负责。他现在不在，这个点，上

手术了。 

(录音 2 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7) 

 

调查对像：沈阳军区总院肾移植科护士13 

调查时间：2019 年 7月 11 日  

内容提要：我们是杨昆伟杨主任负责肾移植这一块。星期四上午上门诊二楼挂个专家的，杨主任在

那儿。  

 (录音 3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70 ） 

 

调查对像：沈阳军区总医院泌尿病房护士14 

调查时间：2019 年 12月 11日 （+86-2428851211） 

 

内容提要：肾移植一直在做，你周一到周五到六号楼九楼上配型室找姜平姜技师来配型。杨宏伟主

任还在。 问：最近你们做了吗？这一周两周啊？ 答：最近有做呀！ 

（录音 4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75） 

 

六：责任人名单 

BBZQ-Z001 周文平 

个人简介：沈阳军区总医院现任沈阳军区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1986 年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获学士学位。1989 年毕业于上海瑞金医院普通外科获硕士

学位。2008 年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肝胆外科获博士学位。  

曾于 1996 年至 1997 年在瑞典 Hudding 医院移植科进修肝移植 1年。  

2002 年 10 月，他成功实施了沈阳军区首例肝移植15。 

  

BBZQ-Z002 刘龙 

个人简介：沈阳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委员，器官

移植专业委员会常委，辽宁省器官移植学会，中国透析移植研究会全国委员。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17.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17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70.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70.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75.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7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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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BBZQ-Z003 王德权 

个人简介：北部战区总医院和平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擅长肾移植17。 

  

BBZQ-Z004 邱实 

个人简介：沈阳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肾移植18。  

 

 

 

 

BBZQ-Z005 杨宏伟，男。出生日期：1964 年 11 月19。 

个人简介：沈阳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从事专业十余年，针对泌尿外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擅长肾移植20。  

 

BBZQ-Z006 郭时英 

个人简介：沈阳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从事本专业近 30 年。  

曾留学日本。  

在肾移植方面，能够完成手术，对慢性排斥、移植肾肾衰能够正确地带有个性化的预

防和治疗
21
。  

 

BBZQ-Z007 王辉山，男。出生日期： 1965 年。辽宁沈阳人22。 

个人简介：沈阳军区总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1984 年入伍。1990 年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医疗系，获学士学位。1998 年毕业于第四

军医大学获博士学位。  

2000 年赴澳大利亚 MONASH 医疗中心从事成人心脏病外科治疗临床工作，获澳大利亚

皇家外科医师学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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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心脏移植
23
。 

 

BBZQ-Z008 吴海波 

个人简介：沈阳军区总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外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心脏移植24。 

 

BBZQ-Z009 曲家骐，男。出生日期：1943 年 12 月。籍贯：辽宁岫岩25。 

个人简介：沈阳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     

1969 年 8 月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大学学士，技术 4级，文职少将军衔。 

擅长肺移植手术26。 

 

 

 

 

BBZQ-Z010 高昕 

个人简介：沈阳军区总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胸外科及胸腔镜微创外科中心副主任。 

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是完成肺移植手术的主要成员27。 

  

 

BBZQ-Z011 高明宏 

个人简介：沈阳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1981 年-1986 年中国医科大学学士学位。1989 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总医院眼科工作

。1998 年-2002 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博士28。 

擅长角膜移植29。 

 

 

BBZQ-Z012 禹海 

个人简介：沈阳军区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角膜移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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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ZQ-Z013 年春志 

个人简介：沈阳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     

供体角膜移植31。 

 

 

 

 

BBZQ-Z014 于静，女。 

个人简介：沈阳军区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供体角膜移植、角膜缘干细胞及羊膜移植治疗32。 

 

 

 

BBZQ-Z015 蓝平，女。  

个人简介：沈阳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创建了东北地区和全军第一家眼库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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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对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三医院（原解放军第 303医院）及

责任人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植物路 52号 

电话： +86-771-2870194 

官网：http://www.303yy.com/ 
 

前言 

 

中共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三医院（原解放军第 303 医院），是全军重点器官移植研究基地之

一。电话调查显示：器官分配“我们先挑质量好的留用”，移植团队实力很强大，等待时间一二天

、一二周，供体丰富随时就有，很多肝供体都分流出去了，每年三四百台肾移植。医院器官移植到

发展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间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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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三医院（原解放军第 303 医院）1945 年建院，现为一所集医疗、科研、

教学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是第三军医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

广西医科大学等高校的教学医院，医院医疗设备配套齐全。器官移植在医院现设 56 个临床和医技科

室中排位前列的优势科室。医院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1200 多名，其中高级职称人员 112 人，博士后、
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 208 人 34 。 

 

 

二、该移植中心是全军重点器官移植研究基地，移植团队强大 

 

2004 年医院完成首例肝移植，并独立建制。2005 年完成首例肝肾联合移植。2006 年器官移植大楼

启用。2009 年完成首例心脏移植。2010 年成立移植医学研究院、自治区移植医学重点实验室培育基

地
35
。该移植中心是卫生部肝移植科学登记系统成员单位，是广州军区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唯一的卫生

部肾移植科学登记系统管理委员会（CSRKT）委员单位，是一个集临床、教学、科研于一体移植医学

科研院所
36
。 

 

移植团队有“高职称科研人员超过 20 人，博士后 3人，博士 30多人，硕士以上学历科研主体超过

80%” 37。 

 

 
三、电话调查 

提要器官分配“我们先挑质量好的留用”，移植团队实力很强大，等待时间一二天、一二周，供体
丰富随时就有，很多肝供体都分流出去了，每年三四百台肾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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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器官分配 “我们先挑质量好的留用”  

 

2017 年 5 月 30 日，303 医院肝移植医生兼器官协调员廖吉祥说：移植科其实是 “移植医学研究院

” ，是一个较大的移植中心，肾、肝、心、肺、胰腺移植都做。中心有 ICU 和麻醉。有艾克膜（

Ackerma）在全国是出名的。器官分配从 303 医院开始分，我们先挑质量好的留用。我们的优势：第

一，供肝肯定比别人质量可能要 ok，第二，肯定要快38。 

(录音 1  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4) 

 

2017 年 6 月 11 日，廖吉祥说：器官来源不是红十字会，是国家分配的。国家器官分配系统网，有
密码，有专人管理数据39。 

(录音 2 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5) 

 

2. 移植团队实力很强大 

提要：任何移植手术都能做；你要做一个移植手术，就必须得一个人走掉了。 

 

调查对象：南宁 303 医院_移植科_黄平华主任门诊 ICU40 

调查时间：2017 年 1月 24日（+86-771_2870029） 

内容提要：我们做了有 8～10 年了，……所有的器官，心、肝、肾、胰腺都做，实力很   强大，任
何手术都能做。 

(录音 3 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39) 

 

调查对象：303 医院肝移植医生兼器官协调员廖吉祥 

调查时间：2017 年 5月 30日（+86-18275731616） 

内容提要： 

1. 到目前为止，今年已经做了差不多 100 个案例，现在才五月多嘛！我们每一个月的供体，一般会

在 15到 20 个。 

2. 肾移植，每年差不多要做 300。肾移植全国前三。 

3. 获取 100 个肝脏，可能我们自己中心也就做二十个，有六七十、七八十都分配出去了。（没有受

体，供体用不完） 

4. “因为你要做一个手术，就必须得一个人走掉了。” （活摘器官） 

5. O 型的肝移植，一个月之内可以做手术。 

6. 国家是不允许您知道供体的一个信息。 

7. 我也给你打保票，肯定供体质量，肯定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那个、那个，就是说，

就是以前的，大约是这样子……我们这边经常很多，也是用十来二十岁的人，那个小孩。 

8. 司法（器官）质量，还不一定就比现在的脑死亡捐献的供体质量好。司法器官至少还要打枪套，

还要心跳停几分钟，二十几分钟。而脑死亡捐献，现在这一部分时间都没有了。 

9. 我们现在就按照国家做脑死亡，一时是还根本用不完。 

10. 董建辉现在是总的管这个捐献的, 他也是带一个组的。 
11. 院长主刀。 

(录音 4  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4)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9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4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3.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5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27.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9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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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等待时间一二天、一二周，供体随时就有，很多肝供体都分流出去了 

 

调查对象：南宁 303 医院_移植科_肝移植_医生黄小春 
41
 

调查时间：2017 年 1月 11日（+86+ 771_2870635） 

调查内容：等供体一般可能要十几天甚至一个月。一年肾脏移植做两、三百，肝移植做三、五十。
广州那边也有很多这种中心，但是那边没有我们这边这么充足（器官）。 

(录音 5 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38) 

调查对象：南宁 303 医院_移植科_黄平华主任门诊 ICU 42 

调查时间：2017 年 1月 24 日（+86-771_2870029） 

调查内容：肝移植可以做，等待时间快的几天，机会很多，会很快的，赶快过来，年前 会有会做的

， 

(录音 6 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39) 

 

调查对象：南宁 303 医院_肝移植_聂峰医生43 

调查时间：2017 年 6月 2日（+86-13907867158） 

调查对象：供体都是脑死亡的。这些质量都是可以保障的。等供体时间会很快，很快，很快！去年

捐献量是一百多例，平均三天就有一例。肾移植做到二百多例。今年做的比去年应该还要多一些。 

这半年不到，有八十多例。肾移植现在有一百多例了。肝移植有三十多例。有很多（肝供体）都分

流出去了。 

(录音 7 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40) 

调查对象：南宁 303 医院_移植科_肾移植_值班护士44 

调查时间：2017 年 6月 30 日（+86-771_4978171） 
调查内容： 

问：今天有四台肾移植？ 

答：是啊是啊，他（高照医生）现在做手术都还没，还没下来！ 

问：今天那四台病人在你们医院等的久不久？ 

答：不久。 

(录音 8 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41) 

 

调查对像：解放军 303肝移植黄平华主任门诊
45
 

调查时间：2019 年 4月 22 日 （+86-7712870303） 

内容提要：这个肝源随时就有的，快的几天就有的，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都做二到三四 次手术的。 

(录音 9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2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27.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29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28.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30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29.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31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45.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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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像：303 医院器官移植科肾病房李医生
46
 

调查时间：2019 年 10月 9日 （+86-771-2870303） 

内容提要： 

问：那三四百台的话，很快就可以等到，那几率是比较大的，对不对？ 

答：嗯。 

问：同学的父亲几天就配上了，所以我就找到这里来嘛！ 

答：这个嘛，你可以…可以先来嘛！好，对你说太多了。 

(录音 10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18） 

 
4、我们有一百多张床，供体丰富，每年三四百台肾移植 

 

调查对象：303 医院_肝肾移植_护士办公室47 

调查时间：2017年 1月 12日（+86-7712870605） 

内容提要：去年一年肾移植有三百例左右。我们现在住院的病人有一百个左右。移植中 心病房紧

张，过来的话也要先住在走廊。一栋楼（十层）有十层，然后我们有九层是属于我们移植中心的。 

(录音 11 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37) 

 

调查对像：广州军区 303 肝移植门诊黄平华主任48 

调查时间：2019 年 4月 22日 （+86-7712870303） 

内容提要：一年做下来三百例，去年三百例一十多嘛。但肝移植三十到五十例，肾移植两百七八，

还有其它胰腺啊肺啊，我们都在做啊。 

(录音 12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45） 

调查对像：解放军 303医院医务处吴风富主任49 

调查时间：2019 年 6月 6日 （+86-13321717853） 

内容提要：我们做的例数相对多些，相对手术例数会多一些。 

问：你们基本上每天都有在做吗？ 

答：嗯，这段时间比较少一点。 
(录音 13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51-2 ) 

调查对像：303 医院器官移植科肾病房李医生50 

调查时间：2019 年 10月 9日 （+49-7712870303） 
内容提要： 

问：你这里肾源比较丰富嘛! 

答：啊，对。我们有一百多张床。我们每一年有三四百台肾移植。 

……我参与，但不主刀。主刀，那肯定是主任哪，副主任。你直接到门诊挂号，那里坐诊的都

是主任。我们科主任姓董，叫董建辉。 

(录音 14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23 ） 

 

调查对像：303 医院移植科护士 

调查时间：2020 年 4月 26日（+86-7712870303） 

调查内容：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18.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18.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25.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45.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45.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1.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7/125981_1596091425.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23.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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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住医院的都要做核酸检测。 

2.肝移植很少，肾移植多。 

3.我们主任是董建辉董主任。 

4.董主任做很多年了，肝移植都是他做。 

5.快的第一次就配上了，登记就有了。 

7.明天正常上班，你直接打医生办电话咨询，我跟你说一下他们的电话号码：2870635 

(录音 15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55） 

 

调查对像：303 医院肾移植病房护士站护士 

调查时间：2020 年 7月 7日（+86-7712870605 
内容提要： 

1.我们这边有手术就做。 

2.现在打电话没有医生接，医生都去做手术了。 

3.今天有肾移植手术。 

4.问：现在你们医院还有做肾移植的病人吗？ 

答：有，肾移植、肝移植都有。 

5.运气好，有一个月能等上的。 

(录音 16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96） 

 

5、可提特殊要求，来医院面谈 

 

调查对像：第 303医院器官移植科肾病房李医生51 

 

调查时间：2019 年 10月 9日  （ +49-771-2870303） 

内容提要： 

李医生：就单单是这个肾 12 万。总费用 30 万左右。（电话里传来另外一个人声音：叫他过来再说
！）  

调查员：我需要年轻一点质量好一点，这个可以挑吗？  

李医生：你如果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你可以到这边找我们领导谈，在电话上我也不好对你说太多

。如果你认识上级医生的话你可以找上级医生，你不认识的话，你就直接到这边办医生公

室。 

(录音 17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23） 

 

6、移植规模扩大，分流主力去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开科建移植中心 

 

驻南宁的 303医院，近年由副院长、移植中心主任孙煦勇带领主力移植团队，搬迁到了广西医科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开展移植。目前已发展到年肾移植做三四百例；月肝移植三四十台52。 

 

调查对像：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移植护士53 

调查时间：2019 年 10月 10 日 （+86-7713393712） 

内容提要：我们一年做三四百例。35 张床，都住满了。如果没有床，只能加走廊。  

问：你们这是第二附属医院还是第一附属医院？ 

答：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我这个团队，都是从原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3 医院     全部

过来的，每个医生都可以做手术。我们科室才从 303 那边过来，去年刚开科，现在门诊还没有。其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55.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55.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9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96.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23.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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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我们主任的名字（孙煦勇），全国都很多医院都知道的，只要是有移植科，都知道。 

(录音 18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22） 

 

调查对像：第 303医院器官移植科肝移植医生 

调查时间：2019 年 10月 9日 （+49 0771-2870635） 

内容提要：孙煦勇是院长级别的。他下面还有很多这方面的青年骨干，那就找蓝柳根、吴基华、王

洪良，三个都是肝移植的专家。 

(录音 19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19） 
 

四、医学论文显示，该院对 76例儿童器官切取，涉嫌活摘器官 

 

《中华肝胆外科杂志》2016 年 8期的医学论文显示：2007 年 8月至 2015 年 12月，该院对 76 例儿

童实施了腹部器官联合切取术，热缺血时间仅 3min，涉嫌活摘器官54。热缺血时间为零或超短，说

明取器官时，有心跳、有血液供给。也就是，活体摘取器官。一般只有在脑死亡状态或在活人身上

取器官，才能做到。热缺血时间只有几分钟，这说明：摘取肝肾脏的过程是活摘器官的过程。 

 

五、责任人名单 

JFJL303-001孙煦勇，男  

个人简介：303 医院副院长、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移植中心主任。全军器官移

植学会委员，广西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55。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3 医院移植医学

研究院院长，广西移植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广州军区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广西医师

协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会长，广州军区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广西医学会器官

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兼侯任主任委员，全军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

院学会移植医学分会常务委员，《Journal of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常务编委。  

1994 年毕业于广西医科大学医疗系，2000 年-2005 年在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攻读硕士

、博士学位，师从于立新教授。于 2004 年 5月创建解放军第 303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0 年 6月

创建解放军第 303 医院移植医学研究院，2010 年 12 月被评定为 “广西移植医学重点实验室培育基

地” 。并于 2013 年 3月通过验收正式成为 “广西移植医学重点实验室” 。享受享受军队优秀科
技人才津贴；2008 年获军队医疗二等奖 1项；荣立三等功 3次；广州军区 “十五” 优秀科技干部

；2010 年被娉为 “广西科学创新团队重大项目” 的评审专家，2013 年成为广西医疗卫生应急专家

。   

孙煦勇领导的是目前广州军区唯一的移植医学重点学科及专科中心，是国家卫生部肝移植科学登记

系统成员单位，是广州军区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唯一的国家卫生部肾移植科学登记系统管理委员会（

CSRKT）委员单位，是一个集临床、教学、科研于一体移植医学科研院所56。  

JFJL303-002董建辉，男。  

个人简介：303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青年委员57。中华医

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青年委员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22.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2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19.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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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移植医学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医疗工作。长期从事器官移植工作，肾移植、肝移植、胰腺移

植及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等
58
。  

JFJL303-003蓝柳根，男。  

个人简介：移植医学研究院，副主任医师，博士。    

主要从事肝移植、肝肾联合移植的围手术期处理、术后并发症诊治、术后随访59。  

JFJL303-004孙涛，男。  

个人简介：眼科主任    

国内知名的角膜移植手术专家。擅长角膜移植60。 

 

 

JFJL303-005秦科，男。  

个人简介：器官移植研究院教授61     

JFJL303-006廖吉祥，男。  

个人简介：器官捐献协调员62     

JFJL303-007侯善升，男。  

个人简介：器官移植科主治医师     

擅长肾移植、心脏移植、肺移植等器官移植，包括移植手术前治疗，移植手术，移植术后治疗与管

理，长期随访63 

JFJL303-008王洪良，男。  

个人简介：器官移植科主治医师     

肝肾移植64 

JFJL303-009李壮江，男。  

个人简介：器官移植科医师65     

JFJL303-010刘旭阳，男。  

个人简介：器官移植科医师66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25725/https:/data.120ask.com/yisheng/8gkoewxc47ivbon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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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JL303-011杨东阁，男。  

个人简介：器官移植科医师
6768

     

JFJL303-012苏庆东，男。  

个人简介：器官移植科医师69     

JFJL303-013陆海生，男。  

个人简介：器官移植科医师
70
     

JFJL303-014李海滨，男。  

个人简介：器官移植科医师71     

JFJL303-015文宁，男。  

个人简介：器官移植科医师72 

 

 

追查国际对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四医院 

（原解放军第 181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新桥园路 1 号 

 

 

前言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四医院（原解放军第 181 医院）“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 技术处

于全军先进水平，肾移植团队大，床位数多，移植量大。追查国际电话调查，该院移植中心主任承

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供体现在是在医院取，等待时间短，移植量大，供体来源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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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医院概况 

 

解放军 181 医院组建于 1946 年，为综合性“三级甲等”大型医院。医院占地面积 9万多平方米，建

筑面积 12 万多平方米，床位 1000 余张73。军改后，更名为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四医院74。 

 

 

二、肾移植中心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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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 技术处于全军先进水平 

 

2007 年 5 月 23 日，该院是卫生部指定开展肾移植的医院75，设有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广州

军区器官移植中心。 

 

“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由该院肾脏科组建而成，同时系广州军区肾脏疾病研究所和广州军

区器官移植中心，是广州军区器官移植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广西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主任委员

单位，设器官移植部、肾脏病学部、血液净化学部及基础实验部76。 

 
2. 肾移植科室床位数量大 

 

该院“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 现展开床位 150 张77。  

 

3. 肾移植医生团队强大 

 

该院“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医师 17 名，技师 12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2 名，硕士生导师 4

名，主任医师 5名，副主任医师 3 名，主治医师 4名，住院医师 9 名78。 可组成多个以上的肾移植

团队。 

 

4. 移植量大 

 

据网络公开资料显示，该医院器官移植团队肾脏移植总量已至少超过 2200 例，心脏移植至少达到

70 余例，肝脏移植至少 200 余例79。“自 2000 年以后，病房年收治病人近 1000 人次，年肾移植量

达 150 多例
80
。” 

 
 

三、医学论文显示热缺血时间短，涉嫌活摘 

 

热缺血时间为零或超短，说明取器官时，有心跳、有血液供给。也就是，活体摘取器官。一般只有

在脑死亡状态或在活人身上取器官，才能做到。中国没有脑死亡立法也没有脑死亡诊断标准。所以

不应该存在 “脑死亡供体” 或者 “脑死亡捐献者”。《腾讯网》2014 年 8月 22日文“我国脑死

亡立法空白 90%医生不清楚鉴定标准”：目前，全世界已有 80 多个国家将脑死亡纳入法律上的死亡

定义，但我国目前尚无立法
81
。 

《心肺血管病杂志》2014 年 1月刊登的一篇解放军 181 医院的医学论文称：“2006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2 月，该院实施 29例原位心脏移植和供体切取，供体男性脑死亡者，年龄 20～39 岁，平均（

24.9±6.2）岁，供心热缺血时间 5～8min82”。 

 

热缺血时间绝大多数都只有几分钟，这说明：摘取心脏的过程就是是活摘器官的过程。 

 

四、电话调查 

 

提要：该院中心主任陈怀周承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供体现在是在医院取，等待时间短，移植量大

，供体来源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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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院承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 

调查对像：陈怀周，解放军第 181 医院（广西桂林）移植中心主任 

调查时间：2018 年 11月 16日（13087737632） 

调查员：家属希望的就是，希望的就是要用法轮功的这种供体，要是这种供体他肯定很快过来。 

陈怀周：对呀对呀！你过来住院检查，检查一下，先检查。查查看能不能做？ 

(录音 1.播放及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6） 

 

2. 供体现在是在医院取 

调查对像：桂林 181 医院_肝胆外科医生杨志坚83 

调查时间：2016-09-01（134 7135 6190） 
内容提要：停用死刑犯器官是从今年四月一号开始的。七月份肾移植做了差不多 30台，15 个肝没

人做，送出去了。过去这个（器官）都监狱取的，现在都在医院取的了。供体来源是医院在做，它

专门有一套程序的。 

(录音 2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42) 

 

3.等待时间短 

 

调查对像：桂林 181 医院_移植中心_主任陈怀周84 

调查时间：2017-01-18（+86 13087737632） 

内容提要：陈怀周：“供体你就别管了！有时候它一来一下子就有了，很快”。 

(录音 3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43) 

 

4.该院移植量大 

 

调查对像：桂林 181 医院_移植中心_主任睢维国
85
 

调查时间：2017-01-31（+86 13907735881） 
肾移植一年做二百多个，肝移植一年做三、四十个.我们一年有一百多个供体，每周有一、二个。捐

献供体多，是因为我们在全国做的早嘛，先进嘛！ 

(录音 4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45) 

 

5.医院号称“捐献供体多”，但广西桂林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否认该院手术所用器官来源由红

会捐献。 

 

调查对像：解放军第 181 医院（广西桂林）院长杨明 

调查时间：2017 年 1月 21 日 

 

提要：院长杨明，供体的问题是我们来负责帮你弄好，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先过来。...这个你就不

要想那么多啦。 

调查员问：哪有那么多捐献？ 

杨明答：我们肯定多嘛！全中国都是我们这里搞出来的，我们做的挺多的！ 

(录音 5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89)
86
 

 

6. 红十字会电话调查：该院做的肾移植，不是从红会捐献来的 

调查对像：广西桂林红十字会_器官捐献办公室值班人员  

调查时间：9/12/20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08500/108500_16-2018-11-1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08500/108500_16-2018-11-16.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30.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32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31.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3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33.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35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32.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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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165 是今年一年捐献的吗？ 

值班员：那不可能！是从器官捐献工作展开以来。 

调查员：今年捐多少？ 

值班员：这个数字我不方便透露。 

(录音 6.下载：MP3， 文稿下载：附件 199)
87
 

 

调查对像：广西桂林红十会_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值班人员  

调查时间：11/24/2016   

调查员：7 月份 181 医院做了 30多个肾移植，不是从红会捐献来的。 
值班员：不是。 

(录音 7.下载：MP3， 文稿下载：附件 200)
 88 

 

五、责任人名单 

 

JFJ924-001 文明波，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科室主任。广西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

员，广州军区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1990 年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原湖南医科大学），从事肝胆外科临床及科研工

作近 20年，曾在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及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进修学习。 

  

擅长肝脏移植89。  

 

JFJ924-002 陈佑江，男。  

个人简介：普外科主任医师，科主任。现任广州军区器官移植专业委员副主任委员。

广西器官移植专业委员副主任委员。全军肝胆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1984 年 7 月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事普外临床工作 25 年，曾在第二军医大学东方

肝胆外科医院、长海医院普外科，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肝胆外科，中山医科大附一

院腔镜中心学习。  

率先开展了同种异体肝脏移植肝移植手术。至今已完成 100多例肝移植手术
90
。  

 

JFJ924-003 黄高，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医师  

2004 年毕业于南华大学医学院，2007 年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从事肝移植临床

与科研工作 5年91。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8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98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87.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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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J924-004 潘禹辰，男。 

个人简介：心脏中心主治医师，心脏中心副主任。广州军区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

。  

1996 年毕业于广西医科大学，从事心胸血管外科工作 10余年，曾在上海新华医院儿童

医学中心、全军心血管外科治疗中心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专业进修心血管外科 

特别擅长心脏移植
92
。 

 

JFJ924-005 轩永波，男。  

个人简介：心脏中心主治医师    

擅长终末期心脏病心脏移植93。 

 

 

 

JFJ924-006 眭维国，男。出生日期：1964 年 6 月94。 

个人简介：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主任医师，肾脏科主任，全军肾移植与透析

治疗中心主任，现任广州军区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西医学会器官移植

学分会主任委员、全军器官移植学会常务委员、器官移植内科学杂志主编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纽约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主持肾移植高致敏患者应用多种血液凈化方法清除肾移植高致敏患者体内抗体研究95

。  

JFJ924-007 刘作海，男。出生日期：1943 年 11 月。辽宁省人96。 

个人简介：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主任医师  

1967 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1979 年、1981 年和 1986 年分别到广州军区总院、

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肾脏病研究所和到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进修学习。 

主专肾移植手术围手术期及术后的医疗管理97。 

 

JFJ924-008 晏强，男。  

个人简介：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现任广州军区器官移植专业委员

会常务委员，广西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务委员。  

硕士学位，主攻肾移植专业，1991 年 7月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医疗专业学习，

2002 年硕士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器官移植专业。 

现已独立完成肾移植手术 300 多例
98
。 

擅长肾移植。 

 

JFJ924-009 李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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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眼科主治医师，五官科主任兼眼科中心主任。  

第一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班毕业，从事眼科临床 19年。   

从 2003-1-18至 2007-06-30 已完成角膜移植手术 100 例99。  

擅长角膜移植手术。  

 

JFJ924-010 李良毛，男。  

个人简介：眼科副主任医师，五官科主任兼眼科中心主任。  

第一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班毕业，从事眼科临床 23 年。   

从 2003-1-18至 2010-6-30已完成角膜移植手术 120 例100。  

擅长角膜移植手术。 

 

 

 

追查国际对解放军联勤部第九六〇医院（原济南军区总医院） 

及责任人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师范路 25 号 

 

前言 

解放军联勤部第九六〇医院（原济南军区总医院）肝胆胰器官移植外科呈现了跨越式超常规发展，

而且，发展的时间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间同步。器官移植等待时间短，肾移植量位居国内前 10名

，军内前 5名，曾 24小时内连续实施 16例肾移植手术。该院供体来源充足，肝胆外科主任倪家连

承认原来用的都是法轮功学员器官。结合，中共活摘器官国家犯罪的大背景，该院涉嫌一直参与活

摘法轮功学员等群体器官的犯罪。  

 

一、医院概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2018 年 11 月 5日由原济南

军区总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第一四八医院、第四五六医院共同组建成立。101 

 

该院是一所集医、教、研、预防、保健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展开床位 2000 余张，

设临床、医技科室 58个。特色技术为：骨创伤外科，特别是组织器官移植(肾、肝、角膜、骨髓移

植)，其中肾移植技术及数量列全国前十位
102
。医院拥有许多医疗前沿的医疗设备，其中达芬奇手术

机器人、术中放疗、射波刀、3.0 磁共振、640 排 CT 等103。 

 

二、肾移植量位居国内前 10 名，军内前 5 名 

 

该院泌尿外科，2005 年被总后批准为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展开病床 80张104。移植量位居国

内前 10名，军内前 5名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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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该院肝胆胰器官移植外科呈现了跨越式超常规发展 

 

特别是 2003 年 8月以来，肝胆胰器官移植外科呈现了独立建科，形成独立建制，先后开展了各种肝

移植及肝肾联合移植。实现了跨越式超常规发展106。肝胆外科重点发展肝移植工程和微创外科技术107

。 

 

四、肝肾移植团队强大 

济南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现有医护人员 32 人，其中医生 13人，技师 4 人，护士 15 人。具有研究生

学历 8人，其中博士学位 4人，硕士学位 4 人；主任医师 5人，副主任医师 4人、主任护师 1 人108

。可至少组成多个肾移植团队。 
肝胆外科现有人员 12人，教授及主任医师 2人，副教授及副主任医师 4人，主治医师 4名，住院医

师 2人。硕士生导师 2人，博士 2 人，硕士学位 6人
109
。可组成多个肝移植团队。 

 

五、该院可同时开始 6台肾移植，曾 24小时内连续实施 16例肾移植 

2005 年 3 月 21 日的《齐鲁晚报》报道称：主任李香铁“领导的泌尿外科人才济济技术力量雄厚，

能同时开展 6台肾移植手术，曾创造过 24 小时内连续实施 16 例肾移植手术的全国纪录110。” 

 

 

 

 

图 1  大众网网页快照 

 

 

2002 年 10 月，《护理研究》一篇文章称济南军区总医院曾 6 次创下 1 天移植 7例，1 周移植 32 例
111。 

 

六、该院供体来源充足 

 

济南军区总医院眼科（济南军区眼科中心）下设角膜移植中心（含省城第一座眼库）112。济南军区

总医院眼科主任蒋华，2001 年 5 月 1 日放假期间，他带领全科连续进行角膜移植，白天要到外地取

角膜，晚上进行手术，连轴转了一星期113。 

 

在这篇 2009 年发表的文章最后还说“这些年很多节假日都是这样度过的。”在“很多的节假日”到

外地取角膜，然后马上做移植手术，这说明这些角膜是新鲜的，而不是从眼库里面取角膜。况且，

“目前国内的眼角膜库基本上都处于“零库存”的状态114。那么，为什么在“很多节假日”会出现
供体呢？要专程到外地取，说明整个过程有所预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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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电话调查录音 

 

提要：该院肝胆外科主任倪家连承认原来用的都是法轮功器官。移植量大、器官等待时间短 

 

1. “原来用的都是法轮功器官” 

 

调查对像：济南军区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倪家连 

调查时间：2017 年 1月 19 日（+86-1192017134231） 

调查提要： 

倪家连：原来用的那都不好说了，那都是犯人的～。原来哪个医院都是用犯人的多。 
调查员：那你们原来用的都是法轮功那种的吧？ 

倪家连：对啊。 

(录音 1 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8) 115 

 

2.该院移植量大 

调查对象：济南军区总医院_肾移植医生116 

调查时间：2017 年 4月 8日（+86-53151665311） 

内容提要：去年做的有二、三百例；这种东西都是所里面安排的，我们都具体不知道排多长时间。  

           

(录音 2 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33) 

调查对象：济南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护士117 

调查时间：2017-08-22（+86-53151666223） 

内容提要：今年是一百多例。我们的医生都能做，我们主任、副主任都可以做。张爱民是主任。 

(录音 3 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52) 

 

3.移植等待时间短 
调查对像：济南军区总医院肝胆外科护士站护士118 

调查时间：2019 年 8月 30 日 （+86-531-51666221） 

内容提要：我们主任现在上手术了，周一挂肝胆外科门诊陈中主任的号。倪主任现在已经  退休了

，现在就是陈主任管。也有很快的！前两例的话，就是今天来了，第二天就做了。我们开展十几年

了。 

(录音 4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90） 

 

八、该院至少 10年官方网页不更新数据，而后删除网页 

2006 年 5 月 24 日的《大众日报》报道中，济南军区总医院开展第一例肾移植的李慎勤 (2001 年 9月

晋升为文职将军) 带领的济南军区泌尿外科专科技术中心已完成肾移植手术 1500 余例，连续 5 年保

持在每年开展肾移植手术 150 例以上”1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24.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21.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52.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90.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9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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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 年 5月 24日《大众日报》报道的网页快照 

 

 

2016 年 8 月 21 日济南军区总医院官方网站仍然称：“泌尿外科完成肾移植手术总数 1500 余例”
120

。该院至少 10 年没有更新数据。而后网页被删除121。 

 

九、主要责任人： 

 

JNJQ001 陈中，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医学博士。现担任中华医学会

会员、山东省器官移植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抗癌协会委员，山东大学学报、山东医药

、中华现代外科杂志编委，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特约编辑。  

师从于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吴孟超院士及严以群教授，曾跟随上海长海医院胰腺外

科胡先贵教授学习。   

擅长肝癌以及胰腺肿瘤的外科治疗以及肝移植122。 

 

JNJQ002 李香铁，男。  

个人简介：济南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为济南

军区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器

官移植学会分会常务委员，中国透析与移植学会委员、解放军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   

他领导的泌尿外科能同时开展 6 台肾移植手术，曾 24小时内连续实施 16 例肾移植

手术。1500 余例肾移植手术。年手术数量连续 10 年保持在 130例以上，号称位居

全国前十位。  

自体肾移植、异体肾移植、亲属供肾移植、胰肾联合移植、膀胱肿瘤、前列腺疾病及腔内泌尿科微

创治疗、体外震波碎石等方面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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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JQ003 倪家连，男。   

个人简介：济南军区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

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曾师承全国著名肝脏外科专家吴孟超院士。为中华医学会

会员、全军肝胆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济南军区医学科学技术委员、济南军区

普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济南军区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

山东分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肝胆胰学组委员、山东省器官移植学会委员；《实用

医药杂志》编委。   

该科实施了济南军区第一例肝移植手术，济南军区和山东省首例活体肝移植术及肝

肾联合移植术。临床肝脏移植包括肝移植治疗终末期肝硬化、儿童亲体肝移植、成人间亲体肝移植

及肝肾联合移植等124。  

 

JNJQ004 刘仰东，男。出生日期：1969 年 11月。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肾移植的诊治125。  

 

 

 

JNJQ005 张爱民，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泌尿外科主任。担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

会青年委员、山东省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   

擅长对尿毒症行肾移植治疗方面的工作，对免疫高敏患者的处理形成系统治疗；其

次擅长泌尿外科腔内治疗：如肾切除、活体取肾等126。  

 

 

JNJQ006 郝俊文，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泌尿外科副主任。山东省器官移植专业委员

会委员兼秘书。 

从事肾移植临床 20 年
127
。  

擅长肾移植。 

 

JNJQ007 刘少鸽，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肾脏移植手术术前、术后处理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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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JQ008 徐友和，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擅长肾移植
129
。  

 

 

JNJQ009 刘毅，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从事泌尿外科临床工作近 15 年130。  

擅长肾脏移植。 

 

 

JNJQ010 俞能旺，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第二军医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联合培养医学博士。2000 年至 2010 年第二军医

大学本硕博连读，期间 2008-2010 获国家教育部公派至美国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从事博士课题研究。   

擅长肾移植的诊治131。 

 

JNJQ011 沈弋桢，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治医师  

从事肾移植临床 10 余年。在肾移植等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擅长对尿毒症行肾移植治疗方面的工作，对免疫高敏患者的处理形成系统治疗；其次擅长泌尿外科

腔内治疗：如腹腔镜下肾上腺切除、肾切除、活体取肾等
132
。 

 

JNJQ012 常征，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治医师  

从事泌尿外科专业 10余年。  

擅长肾移植等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擅长对尿毒症肾移植治疗方面的工作，对免疫高敏患者的处理形

成系统治疗133。  

 

JNJQ013 宋华，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治医师  

从事泌尿外科专业 10余年。熟练诊治泌尿外科常见病及多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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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对肾移植的诊治
134
。  

擅长对尿毒症进行肾移植治疗方面的工作，对免疫高敏患者的处理形成系统治疗；其次擅长泌尿外

科腔内治疗：如腹腔镜下肾上腺切除、肾切除、活体取肾等。 

 

JNJQ014 张立卿，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治医师    

肾脏移植135。 

 

JNJQ015 石岩，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治医师，讲师  

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硕士学位。   

肾脏移植，肾移植及术后调药136。 

 

JNJQ016 李慎勤，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山东医学院医疗系毕业。  

1978 年全国较早、省内率先开展异体肾移植，肾移植数量大。1984 年用胎儿肾为成人移植获得成功
137。  

 

JNJQ017 周晋生，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1984 年工作，首先在普外科并晋升为副主任医师。1996 年从事泌尿外科工作。  

能够熟练完成肾移植手术，处理术后各种并发症等138。  

 

JNJQ018 张建平，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擅长肝脏移植的围手术期处理及术后管理139。  

 

 

 

 

 

JNJQ019 刘晓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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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从事肝胆外科临床工作 20余年，先后在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和长征医院进修肝胆疾病

诊治和肝脏移植技术140。   

 

 

 

JNJQ020 张锋泉，男。出生日期：1976 年。  

个人简介：心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现任济南军区心血管病医院成人外科中心主任。

  

1999 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临床专业，获学士学位，2004 年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心脏外科专业获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曾在沈阳军区陆军总医院心脏外科进修一年

；从事心血管方面工作 12 年。 

自 1999 年入济南军区总医院工作以来，参加包括心脏移植、心肺联合移植等各类各种心脏外科手术

近 3000 余例，主刀完成 800 余例，包括几乎所有心血管外科范畴的外科治疗141。心脏移植、心肺联

合移植等各类各种心脏外科手术。 

 

JNJQ021 乔彬，男。出生日期：1954 年 11 月。  

个人简介：小儿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小儿心脏外科主任、心血管病研

究所所长 

心肺器官移植等
142
。 

 

 

JNJQ022 宁岩松，男。  

个人简介：小儿心脏外科主治医师，心血管小儿外科副主任，新生婴儿外科主任

 2000 年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2009 年获取山东大学心外

科硕士学位。因临床工作成绩突出，2007 年晋升为心血管小儿外科副主任。 

  

擅长婴儿心脏移植的外科治疗143。 

 

 

JNJQ023 朱萌，男。  

个人简介：超声科主治医师，超声科主任  

第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学士学位，山东大学医学硕士学位。师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张薇教授，多次到阜外医院超声科进修学习，并得到国内外心内及超声科专家

Schneider 教授、陈树宝教授、李军教授、张玉奇教授等指点。  

国内首例婴儿心脏移植手术的术前诊断及术后长期随访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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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JQ024 王同建，男。  

个人简介：心血管病研究所外科副主任医师，小儿心脏外科主任  

师从我国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乔彬教授，从事小儿心血管外科的临床及科研工作近

20 年。2001 年，参与完成的“同种异体全心肺联合移植”课题。2009 年参与完成的

“婴儿同种异体原位心脏移植”课题。2009 年参与完成的“婴儿心脏移手术及临床

应用研究”课题145。 

 

JNJQ025 蒋华，男。出生日期：1964 年生，中共党员
146
。  

个人简介：眼科主任，眼科学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科室和创建的角膜移植中心。2001 年“五一”节，他带领全科连续进行角膜移植，白

天要到外地取角膜，晚上进行手术147。  

擅长角膜病与角膜移植148。 

 

JNJQ026 袁晔，男。  

个人简介：眼科副主任医师   

开展角膜移植手术等，研究眼库技术149。 

  

 

JNJQ027 高洪瑞，男。  

个人简介：眼科副主任医师   

从事眼科临床及科研工作 20年，对角膜移植等疾病的诊治
150
。  

擅长角膜移植。 

 

 

JNJQ028 王光洁，男。  

个人简介：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从事眼科临床工作近 17年。开展角膜移植手术等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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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对中共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原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的追查报告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正街 83 号 

 

 

前言 
 

 

2014 年 9 月，追查国际对 1998 年至 2004 年间担任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的白书忠的电话调

查中，白书忠披露在他任职期间，江泽民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且各军医大学的附属医

院是中共军队系统中执行江泽民这一命令的主力医院。中共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就是执行这项群体灭绝犯罪的主力医院之一。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同

时该院的器官移植也出现了巨大的发展。是全军肾病中心，肾移植数量、种类在全国名列前茅。单

日移植量惊人，最高可达一天 24 台肾移植手术。移植医生团队强大，医生移植量大。 

 

 

一、医院概述 

 

中共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以下简称新桥医院）是综合

大型三级甲等医院，也是重庆市首批“涉外定点医院”，从事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等，

医院展开床位 2860 张
152
。 

 
 

二、该医院是全军肾病中心，肾移植数量、种类在全国名列前茅 

 

据公开的网站资料，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科分泌尿一科和泌尿二科,2000 年经中共总后卫

生部批准成为中共军方的肾病中心153，属中共军方的重点学科以及中共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授予

权学科154。除了作为中共军方的肾病中心，新桥医院泌尿外二科还是重庆市肾脏病研究所、国家药

物临床试验机构专业点学科155。该院网站公开宣称“在器官移植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在肾

移植领域具有独到的临床治疗研究
156
”而且“肾移植数量、种类在全国名列前茅

157
”，“是西南地区

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 

 

 

三、该医院单日移植量惊人，最高可达一天 24 台肾移植手术 

 

该医院纸质文件《全军肾脏病泌尿专科简史》157 页显示：“曾于一天内实施肾移植手术 24例。

”
15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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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全军肾脏病泌尿专科简史快照 

 

 

四、该医院移植科室的床位数量大 

 

作为中共军方的肾病中心、中共军队的重点学科、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第三军医大

学新桥医院泌尿外一科病房常设病床 120 个床位159。同样也是全军肾病中心160的泌尿外二科床位数跟

一科应该相差不大。 

 

另据该院网站的公开数据显示，该院肝胆外科目前展开床位 60 张161，分为微创外科中心和肝胆病区

。大器官移植是肝胆外科的骨干项目。数据还显示，该院肝胆外科在继续开展临床工作的同时，进

一步开展胰肾联合移植和胰腺移植的工作，积极开展肝脏移植，并创造条件开展小肠移植162。 

 

 

五、该医院肝肾移植医生团队强大，可看出该医院真实移植量巨大 
 

追查国际 2014 年发布的名单列有该医院的移植医生163，仅肝肾移植专业的医生，我们能够从官方网

站和论文中查到确实做了手术的就有 33名，其中主任医师 5名，副主任医师 7名，主治医师 6 名，

其他 15名。可组成多个肝肾移植团队。 

 

张艮甫，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二科主任医师，教授。全军器官移植学会常委，重庆市器官

移植学会副主委。截止 2008 年 9 月 30 日，已完成肾移植 3300 余例次，并且先后开展了肝移植、睾

丸移植、肾上腺移植、胰肾十二指肠联合移植等164。仅张艮甫一人，截止 2008 年 9月 30日，就主

刀肾移植 3300 多例，那么多移植医生，肝肾移植量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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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该院注重向全国其它医疗单位推广肾移植技术 

 

据该医院纸质文件《全军肾脏病泌尿专科简史》157 页显示：“国内许多单位如昆明军区总医院、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桂林 181 医院、深圳武警总医院、成都空军医院、原重庆空军医院、郑州空

军医院、西藏军区总医院、新疆军区总医院、济南军区总医院、南充地区医院、武汉 161 医院、贵

州 44 医院等纷纷派人来该中心学习器官移植。同时，该中心也先后派人到广州南方医院、郑州空军

医院、贵阳 44 医院、成都空军医院、大坪医院等单位推广开展器官移植。” 165 

 
 

七、该院移植医生在电话调查中提到器官库 

 

调查对象：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_泌尿外科_易善红
166
 

调查时间：2017-08-12 电话（+86+ 13996395466） 

易善红：我早就不做肾移植了，本来就没有做！我们现在都是做那个 DCD 了，这个是要做的！只要

是在我们那个器官库里边，我们还是在做。张主任、黄主任他们很努力。我也怕泄漏更多的机密. 

 (录音 1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84) 

 

八、中共军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力医院之一 

 

根据 2014 年 9 月，追查国际对 1998 年至 2004 年间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的白书忠的电话调

查可以判定，中共各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是普遍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原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也不例外。 

2014 年 9 月 30 日，调查员以薄熙来项目组名义给中共少将白书忠打电话取证167。 

（录音 2下载：MP3，文稿详见：pdf16) 

 

白书忠：1998 年到 2004 年任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那段时间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

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高峰期；活摘器官军队是主体，作为军队卫生系统最高医疗行政领导，他应该是

最清楚当时情况的人之一。 

 

调查员：〝在您担任总后卫生部长的时候，摘取在押法轮功人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是

当时的总后部长王克布置的任务？还是军委直接下达的命令哪？〞 

 

白书忠：〝当时是江主席啊，有一个批示，就是说，说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应该说，就

是开展肾移植的不单是军队一方。〞 

 

调查员：〝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情报，就是说当时，联勤部还负责关押了一批法轮功在押人员的器官
供体，是不是？〞 

白书忠：〝起码在我印象中，当时江主席批示以后，反法轮功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因为那时江很

注意这个问题，很重视这个问题。〞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84.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84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1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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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中清楚显示，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移植供体，是江泽民直接下达的命令，而参与器官移植的

不止军队一个系统。 

 

此证据，印证了追查国际以往所获得大量的来自全国军队、武警、地方、司法系统参与活摘法轮功

器官的事实；解释了全国多系统开展活摘法轮功器官的原因；也证实了我们对以往所获证据的判断

。 

九、责任人名单 

JFJLJ001 黄赤兵，男。出生日期：1963 年 3月。  

个人简介：泌尿外二科主任医师、教授，科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中青年

委，重庆市器官移植学会委员。疾病蛋白质组学重庆市市级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

员。 

1980.9-1985.7，第一军医大学医疗系，获学士学位。 

1988.9-1991.7，第三军医大学泌尿外科硕士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98.9-2001.7，第三军医大学泌尿外科博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完成肾移植手术 700 余例168。 

 

JFJLJ002 冯嘉瑜，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二科科室副主任，讲师、主治医师  

1993-1998，第三军医大学医疗系，获学士学位。 

1998.8-2001.8，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科，住院医师，助教。 

2001.9-2004.7，第三军医大学泌尿外科硕士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2004.9-2005.8，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讲师。 

2005.9-2008.7，第三军医大学泌尿外科博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2008.8-2010.6，第三军医大学泌尿外科，主治医师、讲师。 

2010.7 至今，第三军医大学泌尿外科副主任。   

建立和维护了泌尿外科移植患者随访系统（TPMS），达到每年 3000 人次的随访量。全程参与该院“

胰肾联合移植”攻关小组（受训一年 2 个月）。参与泌尿外科“移植肾副肾动脉重建”、“新型尿

道拖入术”新术式的建立和改良。参与移植医疗工作外勤任务较多，先后在云、贵、川、湖北、陜

西等地参加取肾工作 30 余次。擅长同种异体肾移植。169 

 

JFJLJ003 范明齐，男。  

个人简介：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1981.9～1986.7 第三军医大学医疗系 本科学习 

1992.9～1995.7   第三军医大学外科学泌尿外科    硕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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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9～2003.7   第三军医大学外科学泌尿外科    博士学习  

2007.8～2007.11 德国拜罗伊特中心医院泌尿外科 访问学者  

擅长肾移植工作。独立并可指导下级医生完成本学科绝大部分手术如复杂肾移植术。170  

 

JFJLJ004 张艮甫，男。出生日期：1954 年 4月171。  

个人简介：泌尿外二科主任医师，教授。全军器官移植学会常委，重庆市器官移植学

会副主委，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肾移植学组常委，中华器官移植分会委员，《中

华器官移植杂志》杂志编委。  

1975.09-1979.08 第三军医大学医疗系本科； 

1989.07-1991.06 第三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 

1979 年 9 月-1986 年 12 月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住院医师。 

1986 年 12 月-1992 年 12 月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主治医师。 

1992 年 12 月-1999 年 12 月，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 

1999 年 12 月-至今，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   

1978 年 1 月首次在西南地区开始肾脏移植手术。截止 2008 年 9月 30日，已进行肾移植 3300 余例

次，并且先后开展了肝移植、睪丸移植、肾上腺移植、胰肾十二指肠联合移植等
172
。 

 

 

JFJLJ005 王平贤，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1980.9-1985.7    第三军医大学医疗系，获学士学位。 

1987.9-1990.7    第三军医大学泌尿外科硕士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99.9-2002.7    第三军医大学泌尿外科博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多次赴美国、英国等国际移植中心参观与交流。  

擅长器官移植（包括肾脏移植、胰肾联合移植、肝移植、肾上腺移植等）
173
。  

 

JFJLJ006 肖亚，男。出生日期：1976 年 5 月。  

个人简介：讲师、主治医师  

1994 年 9月-1999 年 6月   第三军医大学 临床医学  本科 

2002 年 9月-2006 年 6月   第三军医大学  外科学  硕士研究生 

1999 年 6月-2005 年 9月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住院医师 

2005 年 7月-至今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主治医师、讲师   

熟练掌握了泌尿外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主刀独立完成肾移植174。  

擅长同种异体肾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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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JLJ007 钟晓，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二科医师，讲师  

2000 年 9月-2005 年 6月第一军医大学 临床医学本科 

2006 年 9月-2009 年 6月第三军医大学泌尿外科学硕士研究生 

2009 年 9月-2013 年 7月 第三军医大学泌尿外科学博士研究生 

2009 年 7月至今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 2 科住院医师   

从事泌尿外科和肾移植临床工作175。  

 

JFJLJ008 叶钢，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一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华泌尿外科学会移植学组委

员；全军泌尿外科学会委员；国际移植杂志和美国泌尿外科学杂志评审委员。现担任

：国际移植杂志（Transplant International）特约评委；中华泌尿外科学会器官移

植专委会委员；重庆市器官移植学会委员。    

擅长泌尿外科和肾移植各类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的诊断和外科治疗, 特别擅长肾

移植手术和泌尿外科各种开放与微创手术176。  

 

JFJLJ009 王祥卫，男。出生日期：1970 年 4月177。 

个人简介：原泌尿外一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泌尿外一科副主任，博士。  

88.9-93.7 山东泰山医学院临床医学本科； 

95.9-98.7 第三军医大学研究生大队，泌尿外科硕士； 

99.9-02.7 第三军医大学研究生大队，泌尿外科博士； 

02.9-04.7 北京大学医学部泌尿外科研究所，博士后。 

2005-07-01 至 2012-02-01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副教授  

2012.3-2013.5 美国佐治亚医科大学肿瘤中心, 客座教授 

2013-05-01 至 2017-05-31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科室副主任/教授 

2017-06-01 深圳大学总医院 科室主任/教授 

可主刀独立完成肾移植178。 

 

 

JFJLJ010 易善红，男。出生日期：1970 年 11月179。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同种异体肾移植术、移植排斥反应的防治及免疫抑制治疗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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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JLJ011 方针强，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一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  

1996 年 9 月～2003 年 6 月：第三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七年制（学士、硕士连续培养

），获泌尿外科学硕士学位； 

2005 年 6 月：西南师范大学参加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获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2005 年 9 月～2008 年 6 月：第三军医大学攻读外科学博士学位，获医学博士学位。 

2003 年 6 月～2005 年 9 月：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医师。 

2005 年 12 月～现在：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治医师、讲师。   

自 2001 年以来长期从事肾移植临床工作，擅长同种异体肾移植术、移植排斥反应的防治及免疫抑制

治疗181。  

 

JFJLJ012 贾维胜，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一科主治医师，讲师  

1996 年 9月-2001 年 6月，第三军医大学 临床医学 本科 

2003 年 9月-2006 年 6月，第三军医大学 外科学 硕士研究生 

2001 年 6月-2003 年 9月，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住院医师 

2006 年 6月-2007 年 7月，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住院医师。 

2007 年 7 月-至今，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主治医师、讲师。   

从事肾脏移植方面的临床医疗工作，参与了肾移植慢性排斥的免疫自稳干预及机制研究182。 

 

JFJLJ013 张远宁，男。出生日期：1973 年 5月183。  

个人简介：泌尿外一科主治医师，讲师  

1991 年 9月-1996 年 6月山东泰山医学院临床医学本科； 

1998 年 9月-2001 年 6月第三军医大学外科学硕士研究生； 

2003 年 9月-2006 年 6月第三军医大学外科学博士研究生。 

1996 年 6 月-2002 年 9月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医师； 

2002 年 9 月-至今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治医师、讲师。   

长期从事肾移植临床工作，擅长同种异体肾移植术、移植排斥反应的防治及免疫抑制治疗184。 

 

JFJLJ014 金欢胜，男。出生日期：1968 年 8月185。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治医师，讲师     

擅长肾脏移植186。 

 

JFJLJ015 李靖，男。出生日期：196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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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肝胆外科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重庆医学会器官移植专委会委员。 

擅长肝移植、胰腺移植等187。 

 

 

 

JFJLJ016 杨彤翰，男。山东省莱州市人。出生日期：1947 年 8月。中国共产党员
188
。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重庆市器官移植委员

会委员。  

毕业于第七军医大学军医系。   

率先开展了该院胰腺肾脏联合移植189。  

 

 

JFJLJ017 张啸峰，男。  

个人简介：眼科主治医师，讲师  

1986 年在中山医科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专修角膜移植手术，师从中国角膜病专家陈家祺教授。从事眼

科专业 34 年。 

熟练掌握角膜移植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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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对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原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涉嫌活摘法轮功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珞路 627 号 

 

前言 

 

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原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为武汉市从事肾移植的最大医院之一。追查国

际电话调查中，显示该院肾移植量大，肾移植主任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该院还与湖北省医科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互相之间调剂法轮功(学员) 供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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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原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为大型综合性军队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设有

48 个科室，73 个专业，床位 2000 余张191。 

 

 

一、泌尿外科是广州军区肾移植中心 

 

该医院泌尿外科现为广州军区肾移植中心，展开床位 126 张。该院官方网站 2013 年 7 月 21 日报道

，泌尿外科至今已完成肾移植 1500 余例, 肝移植 130 例，肝肾联合移植 11 例192。泌尿外科以博士

、硕士为主的专业队伍193。 

 

 

二、武汉市从事肾移植的最大医院之一 

 

2006 年 7 月明慧网报道：有知情人举报，该院主要从事肾移植 194： 
 

武汉同济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陆军总医院（该院前称）这三家医院是武汉市从事器官移植

的最大医院，主要从事肾移植。2011 年中共官方媒体曾报道，其中的武汉同济医院每年肾移植手术

数以千计
195
。 

 

 

三、肾移植主任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肾移植量大， 

 

1、2006 年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肾移植唐主任说： “法轮功(学员)该用就用呗” 。 

 

调查员：请问是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肾移植唐主任吗？ 

答：是 

调查员：你们这边有没有可能有几个法轮功这样的犯人的肾源？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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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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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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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答：这个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与法轮功有什么关系？管他法不法轮功！ 

调查员：你们这边没有用吗？ 

答：法轮功该用就用呗，是不是！
196
。 

(录音 1 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2、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与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互相之间调剂法轮功(学员)供体
197
。 

问：请问是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吧？ 

答：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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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音 2 播放及下载 MP3 ，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3、电话录音显示该院移植量大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肾移植一区护士站（+862750772398）护士：现在肾移植做的多，每个月做 10

～12 台。做的多呀多呀，肯定多！（调查时间：2017-11-05）……198 

(录音 3 播放及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四、媒体提供线索 

 

1、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每晚移植器官五、六例 

 

据明慧网 2006 年 8 月 29 日报导： 

一位朋友对投稿人说起一件事：2003 年 3月中下旬，她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有一天晚上已

经很晚了，她亲眼目睹该医院一晚上就做了 5、6例器官移植手术。其中有位 30 多岁的年轻女人，

推着她刚做完手术的丈夫，有病人问： “你丈夫换肾花了多少钱？” 她说：“6 万多。”而且她

还说，给她丈夫提供肾脏的是个年轻人，块头（武汉话指个头）比她丈夫要高大些199。 

2、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不到 1个月找到肾源 

据明慧网 2007 年 1 月 6 日报导：湖北省荆楚种业有限公司员工景明晔于 2006 年 10 月底查出患尿毒

症，在荆州治疗效果不好，医生说要换肾。后在别人的建议下于 12 月上旬转入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又称华中医院，空军总医院）。至 12 月底，即不到 1个月的时间，医院已让家属筹集资金，准备

换肾，具体肾源尚不清楚。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各项检查和配型，涉嫌该医院有较大的器

官库，而且这家医院在近几年超常规完成了大量器官移植手术200。 

 

五、责任人名单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report/2012/05/21820_4-gzjqwhzyy-.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21820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report/2013/09/35848_11-wuhai.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8#_Toc366574836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32.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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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JZ001 唐礼功，男。  

个人简介：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担任湖北省武汉市器官移植学会

副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 

完成肾移植 1000 余例。  

从事肾移植、肝移植、肝肾联合移植201。 

 

JFJZ002 谢森，男。  

个人简介：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从事泌尿外科及器官移植工作十余年，擅长肾移植手术
202
。  

从事肝肾移植围手术期处理及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处理，研究肾移植病理。 

  

 

JFJZ003 李志雄，男。  

个人简介：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担任广州军区器官移植委员会委员。  

从事肝肾等器官移植 15 年
203
。擅长肾脏移植及术后处理。 

 

JFJZ004 潘铁军，男。  

个人简介：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科主任。武汉市移植学会委员。

  

1998 年在北京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学习 1年并获国内访问学者称号。  

2003 年 12月做为全国泌尿外科 “将才工程” 第三期学员赴美 MIAMI 大学培训一月，

同年 12 月 30 日做为访问学者赴意大利 Palermo 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进修三个月。从事

肾脏移植
204
。 

  

JFJZ005 饶作祥，男。  

个人简介：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1975 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   

擅长肾移植205。  

 

 

JFJZ006 刘幼英，男。  

个人简介：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副院长     

擅长肾移植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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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JZ007 朱水波，男。出生日期： 1962 年 6月 9日
207
。  

个人简介：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科主任。  

1984 年湖北医学院（现武汉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1987 年获武汉大学医学院心

胸外科硕士学位，2003 年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心血管外科博士学位，1996 年

在北京阜外医院进修 1年208。从事研究心脏移植209。  

 

JFJZ008 殷桂林，男。出生日期：1952 年 2月210。  

个人简介：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  

1976 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医疗系, 1995 年获湖南医科大学硕士学位, 2002 年德国

柏林心脏中心进修211。2003 年底实施国内首例终末期马凡氏综合征心脏移植手术212。 

  

JFJZ009 周雄，男。  

个人简介：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科副主任。   

尤其擅长于角膜移植和羊膜移植治疗各种眼表疾病
213
。  

 

 

 

 

资料索引 

                                                 
1《百度百科》 沈阳军区总医院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8jQkhCukECUKvlZV3zsDA7EgGhV6SnNjhSKXhgdCBRzDMqIqS_tFt85khVSYUhs

O 

https://archive.is/wip/JzTfY 
2《米健医疗》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 

http://www.meehealth.com/case/89.html 

https://archive.is/wip/DK73N 
3
 追查国际：活摘现场目击者的更多证词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38 
4《追查国际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48 
5《沈阳军区总医院》眼科  学术带头人  高明宏 

http://www.syjqzyy.com/UI/ksjs/ksxsdtr.aspx?id=135&ks=85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33.pdf 
6《沈阳军区总医院》特色技术  角膜移植 

http://www.syjqzyy.com/UI/ksjs/kstsjsShow.aspx?id=433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8jQkhCukECUKvlZV3zsDA7EgGhV6SnNjhSKXhgdCBRzDMqIqS_tFt85khVSYUhsO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8jQkhCukECUKvlZV3zsDA7EgGhV6SnNjhSKXhgdCBRzDMqIqS_tFt85khVSYUhsO
http://www.meehealth.com/case/89.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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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32.png 
7
《追查国际关于中共军队、武警医院系统 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820#_edn34 
8
《追查国际关于中共军队、武警医院系统 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820#_edn34 
9
 沈阳军区总医院简介 

http://archive.is/rmSnZ 
10《明慧网》调查线索：沈阳陆军总院有大量器官供体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7/2/7/%E8%B0%83%E6%9F%A5%E7%BA%BF%E7%B4%A2-

%E6%B2%88%E9%98%B3%E9%99%86%E5%86%9B%E6%80%BB%E9%99%A2%E6%9C%89%E5%A4%A7%E9%87%8F%E5%99%A8%E

5%AE%98%E4%BE%9B%E4%BD%93-148123.html 
11 微型摄像机记录的罪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9EYQrgaoIM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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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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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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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沈阳军区总医院肝胆外科介绍 -周文平

http://www.syjqzyy.com/UI/ksjs/ksxsdtrNew.aspx?type=%E8%82%9D%E8%83%86%E5%A4%96%E7%A7%91&id=

76 

http://archive.is/Vx1js 
16《沈阳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  学术带头人 

http://syjqzyy.com/ui/ksjs/ksxsdtr.aspx?id=163&ks=12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401135431/http://syjqzyy.com/ui/ksjs/ksxsdtr.aspx?id=163&ks=12

1 
17王德权简介 

http://archive.is/ElMRo 
18
《沈阳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  专家学者  邱实 

http://www.syjqzyy.com/UI/ksjs/kszjxzShow.aspx?id=53 
19
《微医》杨宏伟介绍 

https://www.guahao.com/expert/00F283539072BA0AE050A8C00F017471000 

https://archive.is/wip/a0IWF 

 
20 《沈阳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  专家学者  杨宏伟

http://www.syjqzyy.com/UI/ksjs/kszjxzShow.aspx?id=51 
21 《沈阳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  专家学者  郭时英

http://www.syjqzyy.com/UI/ksjs/kszjxzShow.aspx?id=52 
2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心血管外科医生王辉山：胸怀爱兵之心 守卫生命之泵 

http://www.scio.gov.cn/32621/32629/32755/Document/1560677/1560677.htm 

https://archive.is/wip/kPSUT 
23 《沈阳军区总医院》王辉山简介 

http://www.syjqzyy.com/UI/ksjs/kszjxzShow.aspx?id=2 
24《好大夫在线》吴海波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ZkVy6tVWTpNNZanyuW8l.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513355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ZkVy6tVWTpNN

ZanyuW8l.htm# 
25《好大夫在线》曲家骐简介 

https://drqujiaqi.haodf.com/ 

https://archive.is/wip/prJPE 

http://archive.is/rmSnZ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9EYQrgaoIM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archive.is/ElMRo
https://www.guahao.com/expert/00F283539072BA0AE050A8C00F017471000
http://www.scio.gov.cn/32621/32629/32755/Document/1560677/15606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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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沈阳军区总医院》曲家骐简介 

http://www.syjqzyy.com/UI/ksjs/kszjxzShow.aspx?id=145&ks=79 
27
《沈阳军区总医院》高昕简介 

http://www.syjqzyy.com/UI/ksjs/kszjxzShow.aspx?id=95 
28
 《中国军网》高明宏简介 

http://www.81.cn/zghjy/2016-11/17/content_5581649.htm 

https://archive.is/wip/vYFu4 
29
 《好大夫在线》高明宏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ZokT-VkFGpEHP0h6.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101408591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ZokT-

VkFGpEHP0h6.htm# 
30
 《好大夫在线》沈阳军区总医院  眼科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FSNGnIyyMxUNjSNk.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16022835/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FSNGnIyyMxU

NjSNk.htm 
31
《好大夫在线》沈阳军区总医院  眼科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FSNGnIyyMxUNjSNk.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16022835/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FSNGnIyyMxU

NjSNk.htm 
32《好大夫在线》沈阳军区总医院  眼科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FSNGnIyyMxUNjSNk.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16022835/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FSNGnIyyMxU

NjSNk.htm 
33
《沈阳军区总医院》专家学者  蓝平 

http://www.syjqzyy.com/UI/ksjs/kszjxzShow.aspx?id=107 
3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3 医院》简介 

https://archive.is/mRANz 
3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3 医院》器官移植科 科室介绍 

http://www.303yy.com/html/kswz/J30_1634_80.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32.pdf 
36 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导师风采 

http://210.36.48.20/infor/Dsjs.aspx?dsdm=9532100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13033643/http://210.36.48.20/infor/Dsjs.aspx?dsdm=95321001 
37《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3 医院》器官移植科 科室介绍 

http://www.303yy.com/html/kswz/J30_1634_80.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32.pdf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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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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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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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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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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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www.81.cn/zghjy/2016-11/17/content_5581649.htm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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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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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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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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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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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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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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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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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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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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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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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儿童逝世后器官捐献腹部器官联合切取 76 例临床研究 蓝柳根,秦科,董建辉,曹嵩,黄莹,廖吉祥,高照,刘旭

阳,李壮江,周洁惠,孙煦勇 530021 广西南宁市，中国人民解放军 303 医院移植医学研究院 广西移植医学

重点实验室 广西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军区器官移植中心 

http://archive.is/OKY25 
55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导师风采 

http://210.36.48.20/infor/Dsjs.aspx?dsdm=9532100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13033643/http://210.36.48.20/infor/Dsjs.aspx?dsdm=95321001 
56
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导师风采 

http://210.36.48.20/infor/Dsjs.aspx?dsdm=9532100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13033643/http://210.36.48.20/infor/Dsjs.aspx?dsdm=95321001 
57董建辉 简介 

http://archive.is/3mfcN 
58
董建辉 简介 

http://archive.is/3mfcN 
59
蓝柳根 简介 

http://archive.is/qzlV5 
60《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三医院》 眼科中心  学科带头人 

http://www.303yy.com/html/kswz/Z34_1664_385.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929113911/http://www.303yy.com/html/kswz/Z34_1664_385.html 
61
群英荟萃聚雁城 高峰论坛促发展 发布尔日期：2017-11-29 08:12 更新日期：2017-11-29 作者：刘

桂芳 

http://archive.is/l79ph 
62器官捐献协调员廖吉祥：生死摆渡人 2018-01-09 | 作者： 黄冰 | 来源： 玉林新闻网-玉林日报 

http://archive.is/FDZx6 
63303 医院移植科医生简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25725/https://data.120ask.com/keshi/yisheng/4hodvpb62vc9f5a

f.html 
64303 医院移植科医生简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archive.is/OKY25
http://archive.is/3mfcN
http://archive.is/3mfcN
http://archive.is/qzlV5
http://archive.is/l79ph
http://archive.is/FDZx6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25725/https:/data.120ask.com/keshi/yisheng/4hodvpb62vc9f5af.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25725/https:/data.120ask.com/keshi/yisheng/4hodvpb62vc9f5a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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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25725/https://data.120ask.com/keshi/yisheng/4hodvpb62vc9f5a

f.html 
65
303 医院移植科医生简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30103/https://www.medmeeting.org/Home/Program/7077?uid=4745

64 
66《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 6 版）》解读—潜在供者的识别与转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30527/http://www.xml-data.org/qgyz/html/1040.html 
67
《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 6 版）》解读—潜在供者的识别与转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30527/http://www.xml-data.org/qgyz/html/1040.html 
68《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 6 版）》解读—潜在供者的识别与转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30527/http://www.xml-data.org/qgyz/html/1040.html 
69
 《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 6 版）》解读—潜在供者的识别与转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30527/http://www.xml-data.org/qgyz/html/1040.html 
70
 《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 6 版）》解读—潜在供者的识别与转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30527/http://www.xml-data.org/qgyz/html/1040.html 
71
 《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 6 版）》解读—潜在供者的识别与转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30527/http://www.xml-data.org/qgyz/html/1040.html 
72 《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 6 版）》解读—潜在供者的识别与转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30527/http://www.xml-data.org/qgyz/html/1040.html 
73《中国公众健康网》中国人民解放军 181 医院介绍

http://www.chealth.org.cn/mon/hospitals/article/MG143027854.html 

https://archive.is/wip/B3w3Z 
74《康掌柜体检网》924 医院介绍 

https://www.zgui.com/guilin/zgrmjfj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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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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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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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00.png 
76《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 科室介绍

http://www.gl181.com/tese.asp?id=23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41.pdf  
77《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 科室介绍 

http://www.gl181.com/tese.asp?id=23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41.pdf 
7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 科室介绍 

http://www.gl181.com/tese.asp?id=23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41.pdf 
79《康掌柜体检网》924 医院介绍 

https://www.zgui.com/guilin/zgrmjfj181/ 

https://archive.is/wip/hZLIE 
80《99 科室点评》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介绍 

https://ksk.99.com.cn/ks/introduction/113468.html 

https://archive.is/wip/W1UnI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25725/https:/data.120ask.com/keshi/yisheng/4hodvpb62vc9f5af.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25725/https:/data.120ask.com/keshi/yisheng/4hodvpb62vc9f5af.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30103/https:/www.medmeeting.org/Home/Program/7077?uid=474564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30103/https:/www.medmeeting.org/Home/Program/7077?uid=474564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30527/http:/www.xml-data.org/qgyz/html/1040.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30527/http:/www.xml-data.org/qgyz/html/1040.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30527/http:/www.xml-data.org/qgyz/html/1040.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30527/http:/www.xml-data.org/qgyz/html/1040.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30527/http:/www.xml-data.org/qgyz/html/1040.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08230527/http:/www.xml-data.org/qgyz/html/1040.html
http://www.chealth.org.cn/mon/hospitals/article/MG143027854.html
https://www.zgui.com/guilin/zgrmjfj181/
http://www.gl181.com/tese.asp?id=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41.pdf
https://www.zgui.com/guilin/zgrmjfj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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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腾讯网新闻》2014 年 8 月 22 日 “我国脑死亡立法空白 90%医生不清楚鉴定标准”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0.png  
82 《心肺血管病杂志》2014 年 33 卷 01 期 28-30,37 页（英文期刊名：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and 

Pulmonary Diseases）“29 例原位心脏移植近期疗效报告”作者：潘禹辰、罗爱国、朱中权、唐开维、轩永

波、左艳、展宇飞(541002,广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1 医院 心脏中心)；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690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690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6903.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6904.pdf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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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upholdjustice.org/node/389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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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upholdjustice.org/node/389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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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upholdjustice.org/node/389 
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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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holdjustice.org/node/389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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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upholdjustice.org/node/389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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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upholdjustice.org/node/389 
8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文明波简介 

http://www.gl181.com/ExpertsDetail.asp?i=93 
9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陈佑江简介 

http://www.gl181.com/ExpertsDetail.asp?i=7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11172012/http://www.gl181.com/ExpertsDetail.asp?i=71 
9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黄高简介 

http://www.gl181.com/ExpertsDetail.asp?i=9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11172551/http://www.gl181.com/ExpertsDetail.asp?i=94 
9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潘禹辰简介 

http://www.gl181.com/ExpertsDetail.asp?i=5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11165412/http://www.gl181.com/ExpertsDetail.asp?i=52 
93
《好大夫在线》轩永波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hnMwk-4uSXys8lfo.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0609105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hnMwk-

4uSXys8lfo.htm 
94《百度百科》眭维国介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C%AD%E7%BB%B4%E5%9B%BD 

https://archive.is/wip/rKq2s 
95《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眭维国 

http://www.gl181.com/ExpertsDetail.asp?i=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723022218/http://www.gl181.com/ExpertsDetail.asp?i=2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690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690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6903.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6904.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https://www.upholdjustice.org/node/389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https://www.upholdjustice.org/node/389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https://www.upholdjustice.org/node/389
https://www.upholdjustice.org/node/389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https://www.upholdjustice.org/node/389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https://www.upholdjustice.org/node/389
http://www.gl181.com/ExpertsDetail.asp?i=7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11172012/http:/www.gl181.com/ExpertsDetail.asp?i=7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0609105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hnMwk-4uSXys8lfo.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0609105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hnMwk-4uSXys8lfo.ht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C%AD%E7%BB%B4%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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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百度百科》刘作海介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4%BD%9C%E6%B5%B7/1066258?noadapt=1 

https://archive.is/wip/XBX2S 
97《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刘作海 

http://www.gl181.com/ExpertsDetail.asp?i=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723022406/ 
98
《好大夫在线》晏强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hazSjSmHsBZYJwWN.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0609014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hazSjSmHsBZ

YJwWN.htm# 
99
《好大夫在线》李力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hIyPfOaNDNGERReY.htm 
100《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李良毛 

http://www.gl181.com/ExpertsDetail.asp?i=15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11172302/http://www.gl181.com/ExpertsDetail.asp?i=155 
101
原济南军区总医院等部队医院“四合一” 解放军第九六〇医院成立 2018-11-06  来源: 舜网-济南日报

https://sd.dzwww.com/sdnews/201811/t20181106_18032782.htm 
102《济南军区总医院》简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027210857/https://wy.guahao.com/hospital/summary/986c7c2b-c720-

11e1-913c-5cf9dd2e7135000 
103《济南军区总医院》简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027205916/http://www.xibaozhiliao.com/hospital_intro?id=bd01fef

491444ccf9e651bb1c3ba57c3 
104
《济南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介绍 

http://www.jnjqzyy.cn/htm/MNWK/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36.png 
105
《好大夫在线》济南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介绍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PvLVxdBIFkeSa2ob/jieshao.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62.png 
106《济南军区总医院》肝胆外科介绍  

http://www.jnjqzyy.cn/htm/GDWK/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203.png 
107
《好大夫在线》济南军区总医院肝胆外科介绍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PvLFK66N34PvWMSU/jieshao.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64.png 
108
《好大夫在线》济南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PvLVxdBIFkeSa2ob/jieshao.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205.png 
109《好大夫在线》济南军区总医院肝胆外科介绍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PvLFK66N34PvWMSU/jieshao.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64.png 
110
《大众网》《齐鲁晚报》(2008-12-01)济南军区总医院 日期:20081201   

http://paper.dzwww.com/qlwb/data/20081201/html/65/content_1.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4%BD%9C%E6%B5%B7/1066258?noadapt=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11172302/http:/www.gl181.com/ExpertsDetail.asp?i=155
http://www.jnjqzyy.cn/htm/GDWK/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PvLVxdBIFkeSa2ob/jiesha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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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63.png 
111
《护理研究》2002 年 10 月第 16 卷第 10 期“1007 例肾移植病人的护理分析”作者：刘贞、王晓莉、隗晓

红（济南军区总医院，250031）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225.pdf 
112
《济南军区总医院》眼科介绍  

http://www.jnjqzyy.cn/htm/YK/KSJJ/Index.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209.png 
113
《中国医师协会》第三届中国医师奖蒋华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14412/http://2009.cmda.gov.cn/News/huodongzhuanti/zhongguo

yishijiangpingxuan/disanjieyishijiangpingxuan/huojiangyishi/2009-02-04/415.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50.png 
114
《搜狐健康》2014 年 6 月 5 日“国内眼角膜库基本 0 库存 医学生带头加入捐献队伍” 

http://health.sohu.com/20140605/n400455477.s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51.png 
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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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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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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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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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大众日报》 医林先锋 军中楷模——济南军区总医院新年采风 

2006-05-24   撰文：姜明清 关天星 摄影：马庆才 李青  

http://dzrb.dzwww.com/dazk/jk/t20050216_965296.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35.png 
120
《济南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介绍 

http://www.jnjqzyy.cn/htm/MNWK/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821081858/http://jnjqzyy.cn/htm/MNWK/ 
121《济南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介绍 

http://www.jnjqzyy.cn/htm/MNWK/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323003914/http://www.jnjqzyy.cn/htm/MNWK/ 
122济南军区总医院肝胆外科科室领导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419183945/http://www.jnjqzyy.cn/htm/GDWK/KSLD 
123济南军区总医院，2008 年 12 月 1 日的《齐鲁晚报》

http://paper.dzwww.com/qlwb/data/20081201/html/65/content_1.html 

https://archive.is/BOqgO 
124
济南军区总医院，2008 年 12 月 1 日的《齐鲁晚报》

http://paper.dzwww.com/qlwb/data/20081201/html/65/content_1.html 

https://archive.is/BOqgO 
125《济南军区总医院》刘仰东介绍 http://www.jnjqzyy.cn/htm/MNWK/YSJS/2011/12/14/I9A4.html 
126《济南军区总医院》张爱民介绍 http://www.jnjqzyy.cn/htm/MNWK/YSJS/2011/12/14/GDJ3.html 
127《济南军区总医院》郝俊文介绍 http://www.jnjqzyy.cn/htm/MNWK/YSJS/2011/12/14/GDFK.html 
128《济南军区总医院》刘少鸽简介 http://www.jnjqzyy.cn/htm/MNWK/YSJS/2011/12/14/AI0J.html 
129《济南军区总医院》徐友和简介 http://www.jnjqzyy.cn/htm/MNWK/YSJS/2011/12/14/42A2.html 
130
《济南军区总医院》刘毅简介 

http://www.jnjqzyy.cn/htm/MNWK/YSJS/2011/12/14/711G.html 

http://www.jnjqzyy.cn/htm/YK/KSJJ/Index.html
mhtml:file://C:/Users/Qing/Desktop/中国大陆医学专业论文曝光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确凿证据报告链接09232014/水印版/链接库/153.%20《中国医师协会》第三届中国医师奖%20%20蒋华简介/《中国医师协会》第三届中国医师奖%20%20蒋华简介.mht!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14412/http:/2009.cmda.gov.cn/News/huodongzhuanti/zhongguoyishijiangpingxuan/disanjieyishijiangpingxuan/huojiangyishi/2009-02-04/415.html
mhtml:file://C:/Users/Qing/Desktop/中国大陆医学专业论文曝光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确凿证据报告链接09232014/水印版/链接库/153.%20《中国医师协会》第三届中国医师奖%20%20蒋华简介/《中国医师协会》第三届中国医师奖%20%20蒋华简介.mht!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14412/http:/2009.cmda.gov.cn/News/huodongzhuanti/zhongguoyishijiangpingxuan/disanjieyishijiangpingxuan/huojiangyishi/2009-02-04/415.html
http://health.sohu.com/20140605/n400455477.shtml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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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好大夫在线》俞能旺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YKomZIbjKEpXkgLG4be.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51520443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YKomZIbjKEp

XkgLG4be.htm# 
132《好大夫在线》沈弋桢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YgWJq1d5gLH6TmC9xR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1213148/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YgWJq1d5gLH

6TmC9xRR.htm# 
133
《好大夫在线》常征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YgWyU23oqIqpOOMCeP0.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121172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YgWyU23oqIq

pOOMCeP0.htm# 
134《好大夫在线》宋华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YgWJrq6rSz-3cVK5Twt.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814505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YgWJrq6rSz-

3cVK5Twt.htm# 
135《好大夫在线》张立卿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Fy0C9LuSQf-4ceN7fmiZLC3b3s8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41311352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Fy0C9LuSQf-

4ceN7fmiZLC3b3s8R.htm 
136
《好大夫在线》石岩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hoQFiPi3poYKbews.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204140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hoQFiPi3poY

Kbews.htm 
137
《医元网》李慎勤简介 

http://lishenqin5.u.yynet.cn/intro.php 
138《医元网》周晋生简介 

http://zhoujinsheng.u.yynet.cn/intro.php 
139《好大夫在线》张建平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UmJrVkFGpEHP0h6.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609420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UmJrVkFGpE

HP0h6.htm# 
140《好大夫在线》刘晓明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wpYJdBIFkeSa2ob.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310322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wpYJdBIFkeS

a2ob.htm# 
141
《好大夫在线》张锋泉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WCXkBK30oLH6TmC9xR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317344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WCXkBK30oLH

6TmC9xRR.htm# 
142《好大夫在线》乔彬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WC0zdFIw99C2br23VVO.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606351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WC0zdFIw99C

2br23VVO.htm# 
143《好大夫在线》宁岩松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WCmLBSrnOMLFQf-dQU8.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616350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WCmLBSrnOML

FQf-dQU8.htm#" 
144《济南军区心血管病医院》 朱萌:超声科主任   来源：济南军区心血管病研究所 作者： 发布时间： 

2010-08-17 

http://www.cijnmd.com/zjjs/201008/t20100817_6565524.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625124722/http://www.cijnmd.com/zjjs/201008/t20100817_6565524.

htm 
145《好大夫在线》王同建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WCXzPh3abEpXkgLG4be.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610485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WCXzPh3abEp

XkgLG4be.htm 
146《百度百科》蒋华简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8B%E5%8D%8E/7276231 

https://archive.is/wip/otZmj 
147《中国医师协会》第三届中国医师奖  蒋华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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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009.cmda.gov.cn/News/huodongzhuanti/zhongguoyishijiangpingxuan/disanjieyishijiangpin

gxuan/huojiangyishi/2009-02-04/415.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14412/http://2009.cmda.gov.cn/News/huodongzhuanti/zhongguo

yishijiangpingxuan/disanjieyishijiangpingxuan/huojiangyishi/2009-02-04/415.html 
148
《好大夫在线》蒋华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GnjVRBIFkeSa2ob.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910010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GnjVRBIFkeS

a2ob.htm 
149
《好大夫在线》袁晔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U0xo5tvC5s9enjZ.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51408024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U0xo5tvC5s

9enjZ.htm#" 
150
《好大夫在线》高洪瑞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Gnjek6N34PvWMSU.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51222275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Gnjek6N34Pv

WMSU.htm#" 
151
《好大夫在线》王光洁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GnjflFq-tVG1BZ1.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201551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GnjflFq-

tVG1BZ1.htm 
152《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医院简介 

http://www.xqhospital.com.cn/hospital/hospital01_new.asp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101.png 
153《好大夫在线》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 2 科(肾移植)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eJWGqZNZRviss6-l0G6uJ8FLja7/jieshao.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102.png  
154《好大夫在线》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 1 科介绍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BTL8w52Duj49TpEn/jieshao.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103.png 
155《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二科学科网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01.png  
156《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二科学科网》学科简介 

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list.jsp?id=1&sid=1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105.png 
157
《明慧网》调查线索：全军肾脏病中心泌尿外科“曾于一天内实施肾移植手术 24 例”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7-9-12-image001.jpg  
158《明慧网》调查线索：全军肾脏病中心泌尿外科“曾于一天内实施肾移植手术 24 例”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7-9-12-image001.jpg  
159
《好大夫在线》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 1 科介绍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BTL8w52Duj49TpEn/jieshao.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103.png 
160《好大夫在线》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 2 科(肾移植)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eJWGqZNZRviss6-l0G6uJ8FLja7/jieshao.htm (content removed)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102.png  
161
《好大夫在线》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肝胆外科介绍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BTL8hs3KCctdxdDa/jieshao.htm 

http://www.xqhospital.com.cn/hospital/hospital01_new.asp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eJWGqZNZRviss6-l0G6uJ8FLja7/jieshao.htm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102.png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BTL8w52Duj49TpEn/jieshao.htm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01.png
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list.jsp?id=1&sid=1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7-9-12-image001.jpg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7-9-12-image001.jpg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BTL8w52Duj49TpEn/jieshao.htm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eJWGqZNZRviss6-l0G6uJ8FLja7/jieshao.htm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102.png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BTL8hs3KCctdxdDa/jiesha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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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110.png 
162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肝胆外科学科网》 学科简介  

http://livergallbladder.xqhospital.com.cn:8050/news_list.jsp?id=1&sid=1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111.png 
163
追查国际发布中共军队和武警系统 103 家医院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 2096 名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 2014

年 10 月 28 日，2016 年 7 月 10 日更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0  (Chinese Version) 

http://www.upholdjustice.org/node/282  (English Version)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0#_Toc401944922  
164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二科学科网》医疗骨干 张艮甫 

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show.jsp?id=353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113.png 
165
《明慧网》调查线索：全军肾脏病中心泌尿外科“曾于一天内实施肾移植手术 24 例”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_images/2007-9-12-image001.jpg 
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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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追查国际查获是江泽民直接下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2014 年 9 月 30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8  
168《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二科学科网》医疗骨干  黄赤兵 

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show.jsp?id=35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2205021/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s

how.jsp?id=352 
169《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二科学科网》医疗骨干 冯嘉瑜 

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1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701185317/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

how.jsp?id=11 
170《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二科学科网》医疗骨干 范明齐 

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show.jsp?id=35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2194244/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s

how.jsp?id=355 
171
《百度百科》张艮甫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8%89%AE%E7%94%AB 

https://archive.is/wip/DCwIC 
172《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二科学科网》医疗骨干 张艮甫 

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show.jsp?id=35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2203856/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s

how.jsp?id=353 
173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二科学科网》医疗骨干 王平贤 

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show.jsp?id=35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2204609/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s

how.jsp?id=354 
174《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二科学科网》医疗骨干 肖亚 

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1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2204731/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

how.jsp?id=12 
175《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外二科学科网》医疗骨干 钟晓 

http://livergallbladder.xqhospital.com.cn:8050/news_list.jsp?id=1&sid=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0
http://www.upholdjustice.org/node/28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100#_Toc401944922
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show.jsp?id=35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8%89%AE%E7%9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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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show.jsp?id=403 (can't reach this pag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2205134/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s

how.jsp?id=403  
176《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科学科网》 教学骨干 叶钢 

http://urology.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2205400/http://urology.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

id=9 
177
《百度百科》王祥卫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7%A5%A5%E5%8D%AB 

https://archive.is/wip/qDCfd 
178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科学科网》 教学骨干  王祥卫 

http://urology.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1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721143154/http://urology.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

id=10 
179《百度百科》易善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93%E5%96%84%E7%BA%A2 

https://archive.is/wip/ef9Uw 
180《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科学科网》 教学骨干  易善红 

http://urology.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1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2221552/http://urology.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

id=11 
181《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科学科网》 教学骨干 方针强 

http://urology.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14  
182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科学科网》 教学骨干 贾维胜 

http://urology.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1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2222420/http://urology.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

id=15 
183
《百度百科》张远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8%BF%9C%E5%AE%81 

https://archive.is/wip/WFowm  
184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泌尿科学科网》 教学骨干 张远宁 

http://urology.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1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3035013/http://urology.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

id=13 
185《百度百科》金欢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6%AC%A2%E8%83%9C 

https://archive.is/wip/BWD57  
186《医元网》重庆新桥医院泌尿外科 金欢胜简介 

http://jinhuansheng.u.yynet.cn (can't reach this pag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3035644/http://jinhuansheng.u.yynet.cn  
187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肝胆外科学科网》李靖 

http://livergallbladder.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3035718/http://livergallbladder.xqhospital.com.cn:8050/jxll_

show.jsp?id=2  
188《新桥医院》【新桥名医话初心——我的初心使命】 杨彤翰 

https://wemp.app/posts/64501a7b-d239-4f25-ac31-7c4b5cb42e73 https://archive.is/wip/RI239  
189《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肝胆外科学科网》   杨彤翰 

http://livergallbladder.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3041522/http://livergallbladder.xqhospital.com.cn:8050/jx

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show.jsp?id=40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2205134/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show.jsp?id=40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2205134/http:/transplantation.xqhospital.com.cn:8050/news_show.jsp?id=403
http://urology.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7%A5%A5%E5%8D%A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93%E5%96%84%E7%BA%A2
http://urology.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8%BF%9C%E5%AE%81
https://archive.is/wip/WFowm
http://urology.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6%AC%A2%E8%83%9C
https://archive.is/wip/BWD57
http://jinhuansheng.u.yynet.cn/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3035644/http:/jinhuansheng.u.yynet.cn
http://livergallbladder.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3035718/http:/livergallbladder.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3035718/http:/livergallbladder.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2
https://wemp.app/posts/64501a7b-d239-4f25-ac31-7c4b5cb42e73
https://archive.is/wip/RI239
http://livergallbladder.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3041522/http:/livergallbladder.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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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_show.jsp?id=3  
190《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眼科学科网》 科室骨干  张啸峰 

http://eye.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14  
191《丁香园医院汇》 

https://y.dxy.cn/dxyIndex/hospital/1680 

https://archive.is/wip/GJKNu  
192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泌尿外科简介 

http://www.whzyy.net/Item/223.aspx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59.png 
193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泌尿外科简介 

http://www.whzyy.net/Category_125/Index_2.aspx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63.png 
1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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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新浪全球新闻》割肾党横行武汉 女大学生遇害弃尸 家属大学请愿被殴 2011 年 11 月 30 日光华日报 

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int/kwongwah/20111130/01082957519.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37.png  
196《追查国际》关于中共军队、武警医院系统 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2008 年 4 月 21

日初稿--2012 年 5 月 29 日完成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820 
1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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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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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明慧网调查线索：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每晚移植器官五、六例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6/8/29/136634.html 
200明慧网调查线索：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不到 1 个月找到肾源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7/1/6/145768p.html#2007-1-5-chxs-4  
201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唐礼功简介 

http://www.whzyy.net/Item/485.aspx 
202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谢森简介 

http://www.whzyy.net/Item/478.aspx 
203《好大夫在线》李志雄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ipm-cT0-22oNxVxB.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617021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ipm-cT0-

22oNxVxB.htm 
204《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泌尿外科简介 

http://www.whzyy.net:80/Item/223.aspx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203050640/http://www.whzyy.net:80/Item/223.aspx 
205《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饶作祥简介 

http://www.whzyy.net/Item/488.aspx  
206《医网》刘幼英 

https://jiuyi.ewsos.com/yisheng/jieshao-785820  
207《头条百科》朱水波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3041522/http:/livergallbladder.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3
http://eye.xqhospital.com.cn:8050/jxll_show.jsp?id=14
https://y.dxy.cn/dxyIndex/hospital/1680
https://archive.is/wip/GJK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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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int/kwongwah/20111130/01082957519.html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37.png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8#_Toc366574836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7/1/6/145768p.html#2007-1-5-chxs-4
http://www.whzyy.net/Item/488.aspx
https://jiuyi.ewsos.com/yisheng/jieshao-78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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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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aike.com/wiki/%E6%9C%B1%E6%B0%B4%E6%B3%A2 

https://archive.is/wip/Kv4Cq 
208
《头条百科》朱水波简介 

https://www.baike.com/wiki/%E6%9C%B1%E6%B0%B4%E6%B3%A2 

https://archive.is/wip/Kv4Cq 
209《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朱水波简介 

http://www.whzyy.net/Item/459.aspx 
210
《头条百科》殷桂林简介 

https://www.baike.com/wiki/%E6%AE%B7%E6%A1%82%E6%9E%97/4745418?prd=home_search&search_id=1sbchn

oah7kw00&view_id=17pg2akcilj400 

https://archive.is/wip/1WAJR 
211
《头条百科》殷桂林简介 

https://www.baike.com/wiki/%E6%AE%B7%E6%A1%82%E6%9E%97/4745418?prd=home_search&search_id=1sbchn

oah7kw00&view_id=17pg2akcilj400 

https://archive.is/wip/1WAJR 
212
《好大夫在线》殷桂林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xroWRBIFkeSa2ob.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510320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xroWRBIFkeS

a2ob.htm 
213《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周雄简介 

http://www.whzyy.net/Item/367.aspx  

https://www.baike.com/wiki/%E6%9C%B1%E6%B0%B4%E6%B3%A2
https://www.baike.com/wiki/%E6%9C%B1%E6%B0%B4%E6%B3%A2
https://www.baike.com/wiki/%E6%AE%B7%E6%A1%82%E6%9E%97/4745418?prd=home_search&search_id=1sbchnoah7kw00&view_id=17pg2akcilj400
https://www.baike.com/wiki/%E6%AE%B7%E6%A1%82%E6%9E%97/4745418?prd=home_search&search_id=1sbchnoah7kw00&view_id=17pg2akcilj400
https://www.baike.com/wiki/%E6%AE%B7%E6%A1%82%E6%9E%97/4745418?prd=home_search&search_id=1sbchnoah7kw00&view_id=17pg2akcilj400
https://www.baike.com/wiki/%E6%AE%B7%E6%A1%82%E6%9E%97/4745418?prd=home_search&search_id=1sbchnoah7kw00&view_id=17pg2akcilj400
http://www.whzyy.net/Item/367.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