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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代的中国，利用人类尸体塑化成标本牟取暴利这一罪恶行业，是世界上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导“

孵化”出来的产业。该产业兴起于 2000年以后，正是中共对不放弃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大

规模迫害与虐杀的高峰期。人体塑化是以硅橡胶、环氧树脂等混合物（多聚物）置换人体内的液体，

制成所谓的“人体塑化标本”[1]，在塑化技术解决后，该产业唯一的制约瓶颈是“尸源”，该行业

要求“人体塑化标本要用完整未固过(没有任何防腐处理过)的新鲜成人尸体制作”[2]。据法医学解

释人类死后 2天以内为新鲜期[3]。位于中国东北的辽宁省大连市的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连鸿峰”），始建于 2004 年，薄熙来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是一家完全用中国

人尸体制作“人体塑化标本”的公司。“大连鸿峰”董事长、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隋鸿锦

[4]称，部分“尸体”是来自中共公安部门，其设在辽宁的尸体加工厂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塑化人

体产业基地”，全靠“国家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其中涉及诸多中共官员和具体部门。此



前，追查国际的调查已证实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作为移植供体[5]。本报告针对人体塑化的

尸源进行调查。追查国际经查证，中共中央政法委前后任书记罗干和周永康主管的中共公检法系统

既是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的主要部门，也是“新鲜人尸体”的供给部门。 

 

一、用于制作塑化人体标本的“新鲜尸体”来自公检法部门 

 

1．人体塑化标本要用完整未防腐处理的“新鲜尸体”制作 

 

据 1979 年 2月 22 日中国卫生部颁布《解剖尸体规则》中规定，保存一个月逾期没人认领的“无主尸

体”医学院校在呈报主管机关或公安部门批准后，才可解剖使用[6]。该“规定”由中国公安部转发

全国。 “无主尸体”要存放一个月才可解剖使用就必须要防腐处理（“固过”），否则 “死后 10

至 23天，尸体只剩下毛发、皮肤、 软骨和骨[7]。”但从以下的实验报告、论文、公告等看，制作

“人体塑化标本”无一例外都强调“新鲜”的，有的甚至注明用“新鲜无外伤和器质病变的成人尸

体”，“选择年龄 25～40 岁”的，理由是“人体塑化标本要用完整未固过的新鲜成人尸体制作”等

。 

 

以下是一些使用新鲜尸体塑化的例子： 

 

生物塑化的发明者冈瑟·冯·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是隋鸿锦在德国学习人体塑化的老师，之

后又成了隋鸿锦的老板。2001年 12月 29日，哈根斯从邮箱里收到一封加密邮件，发件人是他设在

中国大连市的塑化工厂总经理隋鸿锦。隋鸿锦向在德国海德堡的老板报告：“获得两件新鲜的尸体，

很高的质量，今天早晨到达公司。” 隋另外提到：“这两具尸体的肝脏几个小时前，在医院被摘除

[8]。”  

 

山东省潍坊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 2005 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说:“用新鲜无外伤和器质病变的成人尸体，

经脑动脉插管，灌注福尔马林 8000ml，同时再经插管向动脉注射橡胶类填充剂[9]。”这些“无外伤

和器质病变”的人，其致死的原因是什么? 

 

2006年解放军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在“颞下颌关节侧向咬合位与对刃位薄层塑化断面对照研究”的

实验报告中说: “选择8 具年龄25～40 岁、牙列整齐、上下第一磨牙为中性颌关系的男性新鲜尸体

头部标本…切割成 8 cm×8 cm ×10 cm 的标本块,利用生物塑化技术,制成斜矢状位、斜冠状位、轴

位塑化断层标本共 16 套。…”此试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0]。  

 

2006 年山东大学博士在“MSCT 与标本制作新技术”的论文中说：新鲜人尸体离体肝脏 15个[11]。 

 

湖南省常德市政府在 2011年 11月 10日发布采购公告说，“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单一来源采购理由是

人体塑化标本要用完整未固过的新鲜成人尸体制作[12]。” 

 

2．大多数“新鲜尸体”是通过公检法部门获取 

 

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大连鸿峰”董事长隋鸿锦[13]被记者问及“尸体来源”时说“尸

体来自医学院校的解剖尸体，它们的最初来源是‘无主尸体’”[14]。死亡几个小时至 2天内就被

隋鸿锦与他的同行“塑化”处理了，显然是没经认领或根本没让认领的“尸体”。他们是从何取得



“新鲜尸体”经营“人体塑化标本”生意的呢？ 

 

2004年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通过现场调查指证[15]：在哈根斯的公司储存着的“胚胎和胎儿”数

据库里，有一具 9个月大的胎儿标本详细记录。该标本编号 01BR01。2001年 3月 26日存进该公司仓

库，性别为男性，国籍为“中国境内”（inlaendich），“来源”为“警察局”。9个月大的胎儿怎

么会来自警察局？ 

 

2008年，在纽约州总检察长要求下，隋鸿锦的合作伙伴美国第一展览公司（Premier Exhibitions）曾

在展览官网和纽约展览现场贴出“免责声明”[16]，无疑将来自“大连鸿峰”的人体标本最初来源

公诸于众：“本展览展出的中国公民或居民的遗骸来自中国警方”。 

美国第一展览公司免责声明第一段的译文:本展览展出的中国公民或居民的遗骸来自中国警方，中国

警方可能是从中国监狱得到这些人体。第一展览无法独立确认你所看到的人体不是那些被关押在中

国监狱的人。 

 

  

  

图一：隋鸿锦的合作伙伴美国第一展览公司“免责声明” 

 

3．追查国际对隋鸿锦的录音调查 

 

2012年追查国际调查员对隋鸿锦的录音调查，隋鸿锦说部分“尸体”来自大连市公安局。以下是调

查录音记录。 

 

接线录音电话：你好，欢迎致电大连宏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请直拨分机号码，查号请拨零。 

隋鸿锦：喂，你好， 

调查员：你好，我们找隋鸿锦教授 

隋鸿锦：你哪里？ 

调查员：啊，我是 XXX(省略)，您是隋教授吧？ 

隋鸿锦：啊，我是， 

调查员：是这样啊，薄熙来在大连主政时期成立了一个冯·哈根斯生物塑化有限公司，您当 

        初是任他的总经理，是吧？ 

隋鸿锦：对， 



调查员：那您跟我们说一下薄熙来还有他的妻子谷开来与冯·哈根斯生物塑化有限公司之间 

        有什么瓜葛，有什么关系。 

隋鸿锦：因为这件事情是我办的，可能考虑主要是，他呢，冯·哈根斯当时被授与那个叫什 

        么…，大连星海友谊奖. 

调查员：对， 

隋鸿锦：那个奖因为当时呢冯·哈根斯正好赶上大连市评选这个。。。就是评星海友谊奖 

调查员：嗯， 

隋鸿锦：评友谊奖呢，完后，然后就给他颁的奖。 

调查员：嗯， 

隋鸿锦：过后，哈根斯他本人利用他这个荣誉， 

调查员：嗯 

隋鸿锦：到处去宣传他和薄熙来之间很多密切关系，因为后来我就离开他的公司了， 

调查员：这个我们了解 

隋鸿锦：对外宣传很多他和薄市长之间的这个关系。 

调查员：嗯， 

隋鸿锦：他这个本人是颁奖的时候见过薄熙来， 

调查员：嗯， 

隋鸿锦：在一起合的影。 

调查员：那就是你们公司的尸体来源都是主要是从什么渠道来的呢？ 

隋鸿锦：从公安机关收几十个，就是那个，公安局收来的。 

调查员：公安局收来的，你们到现在为止收了多少尸体了？ 

隋鸿锦：我现在记不得了，几十个吧。 

调查员：啊， 

隋鸿锦：这个你们如果来当面调查的话，我会跟你们说这个情况，电话里不方便说。 

调查员：是什么公安局给你们提供的？ 

隋鸿锦：嗯。。。大连市，大连市公安局 

调查员：你们用的这些尸体来源，是公安局的，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来源吗？ 

隋鸿锦：他们。。。应该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在 04年的时候哪，曾经他们内部有个报 

        告，就是。。。 

调查员：嗯， 

隋鸿锦：报告给公安部，啊， 

调查员：嗯， 

隋鸿锦：因为具体他们有些事情我只问个结果，太详细的我不好问。您这样，嗯。。就是因 

        为这个事情我感觉也挺敏感，我呢也愿意配合你们调查， 

调查员：嗯，嗯， 

隋鸿锦：这样，如果呢，需要的话，我可以当面谈，然后包括需要签字、认可这个责任这些都可以

，都没问题，我会为我的话负责的。 

调查员：你们的上级主管是什么部门？是大连医科大学吗？ 

隋鸿锦：对啊，哈根斯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我想我还是比学校要熟悉啦， 

调查员：行，那谢谢您配合我们调查工作，非常感谢， 

隋鸿锦：好，好，不客气， 

调查员：行，那先这么着，再见。 

隋鸿锦：再见。 



 

早在 2004 年，由卫生部科教司和甘肃省卫生厅共同主管的《卫生职业教育》[17]杂志曾在刊登的论

文《人体尸体标本的收集》中提到收集“尸体”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公检法部门获取尸体”，并强调

要“求得这些部门支持”[18]。当时主管辽宁省和大连市公检法部门的主要官员分别是，辽宁省的

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李峰[19] (2001 年至 2011 年[20])和大连市的两任公安局局长孙广田[21] 

(2000 年 4 月 25 日至 2003 年 3 月) 和张继先[22]（2004 年 9 月至 2009 年 12 月[23]）。 

 

二、“新鲜人尸体”的身份可能有法轮功学员 

“新鲜人尸体”的来源既不是“捐献”又非“无人认领”， 经国际追查调查员调查，可能有来自被

中共大规模迫害虐杀的法轮功学员。 

1．美国第一展览公司申明无法独立确认尸体来源 

隋鸿锦的合作伙伴美国第一展览公司（Premier Exhibitions）在“免责声明”[24]申明“本展览展出的完

整尸体以及人体各部位、器官、胎儿和胚胎来自于中国公民或居民的尸体。关于这些你们正在观看

的，第一展览完全依赖于中国合作伙伴的说法，我们无法独立确认他们不属于在中国监狱关押并被

处死的人。”  

 

原文：This exhibit displays full body cadavers as well as human body parts, organs, fetuses and embryos 

that come from cadavers of Chinese citizens or resid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human parts, organs, fetuses 

and embryos you are viewing, Premier relies solely on the representations of its Chinese partners and cannot 

independently verify that they do not belong to persons executed while incarcerated in Chinese prisons.
 
  

 

2．隋鸿锦说没有一具来自捐献和死刑犯 

 

2012年 8月 17日、20 日、21 日，隋鸿锦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的当面、电话和邮件采访时说“实际

上我们提供的塑化标本根本没有来自死刑犯的，从大连鸿峰建立第一天起，就没有一具！”隋鸿锦还

说“目前我们的人体塑化标本没有一具来自捐献”[25]。根据中国的法律，死亡 30天后无人认领的

尸体医学院校在呈报主管机关或公安部门批准后，才可解剖使用。隋鸿锦名下的公司使用死亡几个

小时至 2天内新鲜人类尸体制作标本，显然是没经认领、没经死者本人生前同意或其家属同意，就

将尸体塑化加工，并用于商业性展览和非法贩卖。 

 

3．哈根斯说在中国收不到任何一件捐赠的遗体 

 

2003年 10月 21日，冈瑟·冯·哈根斯收到手下的一份邮件，写道“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收不到任何一

件捐赠的遗体。[26]”2012 年 8 月 17哈根斯的儿子对《德国之声》说，截至目前，只从中国的捐赠

网络中得到一具捐赠尸体[27]。 
 

1999年 7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当局宣布镇压法轮功后，就开始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不久全

国各地监狱和劳教所即告爆满。根据国务院 2001 年《关于研究解决监狱困难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

（国阅〔2001〕73 号文）[28]，2002 年中共开始对全国 700 多所监狱布局进行调整（注：劳教所的

新建扩建的总体数目没见对外公布），时任司法部长张福森宣布要将偏远地区的监狱迁移到中心城市

附近和交通干线附近[29]。当时，辽宁省动作最大最快。时任省长薄熙来亲自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



审定通过了全省监狱布局调整方案，并上报国务院。司法部态度十分明确，要把辽宁的监狱布局调

整列为全国重点支持项目[30]。11 个月后，2003 年 7 月，由中央、地方政府财政拨款近十亿元，总

建筑面积 40 万平方米的全国首座监狱城--沈阳监狱城[31]建成启用，称关押能力增加了一万人。该

座监狱城距离隋鸿锦[32]和他的前任老板德国人哈根斯的尸体加工厂所在地大连市甘井子区[33]约

3百多里地。当时，被关押在东北三省和北京等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都被转移到监狱城[34]里的

辽宁省第一、第二监狱，新人监犯监狱和省女子监狱[35]，当时至少有两千多法轮功学员被集中关

押在内。 

 

2004 年 2 月 23 日，作为辽宁监狱布局调整的一部分，地处尸体加工厂同一区域的辽宁省大连南关岭

监狱投资了 1.8 亿元[36]进行扩建改建后与大连监狱合并[37]。三个月后，同区的大连市劳教所（原

大连市劳教院）也迁建完工，投资了 2.27 亿元，占地面积 23.67 万平方米[38]。据查证，以上两处所

对法轮功学员酷刑迫害是相当残忍的[39]。2001 年 3 月 19 日，国际人权大会召开前夕，大连教养院

对非法关押在那里的四百多名法轮功学员连续实施酷刑长达三天三夜[40]。截止 2004 年，据不完全

统计，有名字记录被酷刑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 14 名[41]。 

 

 

 
图二：哈根斯的大连塑化工厂大约有 170个中国工人在生产流水线上忙着加工尸体 

 

 

 
图三：哈根斯在尸体加工向中国工人教授如何加工尸体 

http://www.minghui.org/mh/glossary.html#1


 

三、通过贩卖与展出人体标本获巨利，声称“全球最大塑化产业基地”在中国[42] 

 

根据中国九部委在 2006年 5月 12 日发布的《尸体出入境和尸体处理的管理规定》第二条“本规定

所称尸体，是指人去世后的遗体及其标本（含人体器官组织、人体骨骼及其标本）”。第八条“严禁

进行尸体买卖，严禁利用尸体进行商业性活动[43]。” 人类尸体及其标本是严禁买卖的。自 1999

年中共党魁江泽民开动整个国家机器迫害法论功以来，相关部门执法犯法，法律法规破坏殆尽，利

用人类尸体牟取暴利之徒更是有持无恐。在中国大陆贩卖人类尸体、人体塑化标本成行成市，作为

货物广告兜售，甚至政府部门亲自招标采购，作为供应商的大连医大生物塑化有限公司表现尤其活

跃。 

 

1．人体塑化标本招标中标公告 

 

广州医学院全身人体塑化标本项目[招标编号： PSP-GZ-0106115] [44] 

招标公告日期：2006 年 12月 1日 ，于 2006年 12月 13日定标。  

 

货物名称：全身神经、动脉及静脉（一侧浅层，一侧深层）及全身神经（中枢神经及周围神经）全身

人体塑化标本  

成交供应商名称： 大连医大生物塑化有限公司  

成交金额：人民币壹拾叁万伍仟元整（￥：135，000.00元整）  

 

货物名称：全身动脉全身人体塑化标本（一侧浅层、一侧深层）  

成交供应商名称：大连医大生物塑化有限公司  

成交金额：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120，000.00元整）  

采购人：广州医学院罗老师 

采购代理机构名称：广州采联采购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单小姐 

 

货物名称：全身骨关节及器官全身人体塑化标本  

成交供应商名称：青岛科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成交金额：人民币柒万伍仟元整（￥：75，000.00元整）  

 

货物名称：全身肌肉全身人体塑化标本（一侧浅层，一侧深层）  

成交供应商名称：青岛科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成交金额：人民币柒万伍仟元整（￥：75，000.00元整）  

采购人：广州医学院罗老师 

采购代理机构名称：广州采联采购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单小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人体塑化标本 0811-DSITC09202》采购项目[45] 

在中国国际招标网招标（是经国家商务部、财政部、发改委授权的电子招投标平台[46]） 

招标日期：2009年 9月 24日 

定标日期：2009年 10月 10日 

中标供应商名单：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招标人名称: 由上海东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组织招标 



 

牡丹江医学院人体教学标本及服务项目中标公告[47] 

牡丹江市政府网站--政府采购 

招标日期：2011年 6月 30日 

中标公告：2012年 2月 15日 

中标供应商名单：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标价格 997000 元 

招标人名称：牡丹江市政府采购中心，联系人：冯先生、滕先生 

 

湖南省，常德职业技术学院生命科技馆人体标本单一来源采购公告[48] 

公告日期 2011年 11月 10日 

采购控制金额：玖拾肆万元整（94 万元） 

拟定中标供应商：郑州宏科卫教贸易有限公司 

单一来源采购理由： 

人体塑化标本要用完整未固过的新鲜成人尸体制作，人体特殊蘑菇状标本及人体经络穴位塑化标本

只有郑州宏科卫教贸易有限公司生产。 

采购单位：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罗玲 

 

 

2．广告销售 

 

大连医大生物塑化有限公司网上推销 

 

隋鸿锦名下的大连医大生物塑化有限公司在中国教育装备采购网上推销公司产品，在产品目录“人

体塑化标本”的大栏目下细分为七个小栏目：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胚胎发育、内分泌系统，泌尿

生殖系统，呼吸系统，感觉器。点击查看，发现每一“产品”诸如 “完整脑塑化标本[49]”、“肾

血管铸型标本[50]”、“心肺联合铸型[51]”、“支气管数及肺动脉铸型[52]”、“支气管树及肺

静脉铸型[53]”、“胎儿 10周到 32周[54]”等，都有“产品价格面议”的提示。 

 



 
图四：大连鸿峰展品“胎儿 10周到 32周”并可供出售，“价格面议” 



 
图五：北京一公司在网站上公然列出塑化人体标本报价 

 

3．人体标本展标本标价如同产品推销会 

2004年 4月 8日，由卫生部和中国科协批准，中国解剖学会主办的名为“人体世界”的人体标本展

在北京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展览馆开幕，向观众展示 17件完整人体标本和 160余件人体各器官标本。

完整的人体标本有高有矮有男有女，这些标本被塑化成千奇百怪的姿势[55]。 

人体铸型标本，原则上要求新鲜，未经防腐固定，液处理无破损、管道通畅。通过向血管或器官内

腔和排泄管道灌注某种可塑材料，使其在管腔内模塑成型，然后再用强酸、强碱药品或自然腐蚀等方



法，将器官组织除去，这样所遗留下的就是该血管或器官的形状[56]。 

 

 
图六：隋鸿锦的“擎皮者”标本是一个男人手举着自身被完整剥离的皮肤[57] 

 

 
图七：隋鸿锦的“大红人”标本是一具全身血管系统的铸型标本[58] 

 

“母子同体”标本是一具站立的女性正面解剖标本，肌肉是粉红色的，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心、肺、

子宫、卵巢等，子宫里躺着一个三月胎儿。“大连鸿峰”副总经理王建介绍说：“‘母子同体’的人

体标本是我国唯一的一具[59]。” 

 

 
图八：隋鸿锦的“母子同体” 标本全身图 

 



 
图九：隋鸿锦的“母子同体” 标本半身放大图 

 

按照中国法律，怀孕的妇女不能处极刑，而且即使是车祸死亡，家属也绝不会允许用自己的两个亲

人做人体标本。 

 

这些标本全部出自大连医科大学解剖学研究室副主任、大连医大生物塑化公司总经理隋鸿锦和他的

同行们之手。塑化标本展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标本都是被剥了皮的。据隋鸿锦的解释，“没有人可

以辨认出他们的身份” [60]。冠以“科普”名义的人体标本展如同产品推销会，标本的标价从几万

到上百万人民币[61]，进场成人票 50元，学生票 25元[62]。 

 

4．中国成为人体标本的最大输出国 

 

（1）德国人冯·哈根斯将中国人的尸体标本贩卖到世界各地 

2004 年 1 月 22 日，哈根斯在法兰克福对《德国之声》记者说，“制作人体标本时，任何时候都没有

使用过被处决人犯的尸体” [63]。但哈根斯从不否认用中国人尸体制作标本。为“驳斥”德国《明镜

周刊》在 1月 19日关于他使用中国死囚遗体做标本的指责，哈根斯“立即指示在中国大连的造型标

本工厂职工检查那里存放的 650具尸体，看头部是否受过枪击” [64]。也就是说,如果那 650 具尸体

都不是中国人 ，就不需要查。检查的结果是“其中七具尸体头部有受伤的迹象” 。在 2003 年 10月

21日哈根斯公司说过“在中国收不到任何一件捐赠的遗体”[65]。头部有受伤的迹象的七具尸体有

可能是死囚，那么剩下的 643具中国人尸体他们的真正身份是什么呢?。 

《瞭望东方周刊》2003年 11月 24 日报道，在大连高新技术园区内的德国独资企业冯·哈根斯生物

塑化(大连)有限公司，4年来将中国人的尸体标本贩卖到世界各地，获取上亿美元的暴利[66]。该

公司在 1999年 8月经大连市政府审批成立[67]。在 2003年，曾任哈根斯公司首席运营官的隋鸿锦告

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哈根斯没有在中国办展览的打算是因为在中国办展览没有在国外赚钱

多。他只是把中国当成标本生产基地，因为中国的人力及原材料成本都低得多。[68]” 

从中国经济普查企业名录数据库上查得，冯·哈根斯生物塑化(大连)有限公司 2006年在中国停止生

产前的记录，年收入为13169万元，资产总计71466万元，地址在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七贤岭高能

街 27号，大连的高新技术园区内[69]。 

 

（2）隋鸿锦将中国人制成标本贩卖到世界各地展览 

 

从 2004 年到 2012 年底，隋鸿锦旗下的多套展品走过了世界上 20多个国家 60多个城市，究竟有多少

中国人被隋鸿锦制成人体标本贩卖到世界各地展览，就目前中国大陆的状况还是难以作一个完全统



计。 

 

大连鸿峰制作的人体塑化标本在美国的展览名为“BODIES-The Exhibition” 

 

2005 年，隋鸿锦与美国第一展览公司（Premier Exhibitions）合作，开始了在美国的 “人体展览”（

BODIES--The Exhibition[70]），第一展览的人体标本由隋鸿锦的“大连鸿峰”提供。据隋鸿锦介绍，

双方签署了 5 年期的租赁协议，第一展览(Premier Exhibitions)为此支付 2500 万美元[71]。2005 年 11

月 19 日在纽约曼哈顿下城（11 Fulton Street）拉开帷幕，向观众展示用中国人制成的完整人体标本

22件，人体各器官标本 260多个，门票 24.5美元[72]。到 2012年，隋鸿锦卖给美国第一展览公司的

中国人人体标本已增加到 200 多个[73]。 

 

隋鸿锦的“人体展览”（BODIES--The Exhibition）近年已成为美国第一展览公司收益的主要来源，

长期在拉斯韦加斯、纽约和该公司总部亚特兰大举办，门票价格一般 20多美元[74]”。 “人体展

览”官方网站声称“人体展览”全球参观人次已超过 1500万[75]。南都记者曾查阅美国第一展览公

司的年报，2009年的 Form 10-k 表格显示，该公司 19%的收入来自泰坦尼克，67%的收入来自“人体

展览”。 

 

大连鸿峰制作的人体塑化标本在欧洲的展览名为“The Human Body”（THB） 

 

2012年 2月 2日到 7月 31日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举办的 THB 广告称，这次展览是 THB的世界首次亮

相，共有200具真人尸体，类似的展览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有2千万人光顾[76]。其合作伙伴是位于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HK Exhibitions Inc。隋洪锦在展览开始前提供给 HK Exhibitions的一个声明中讲

：“（鸿峰）只接受依法捐献的尸体，而且必须是没有传染病的正常死亡尸体[77]。”。然而，在

2012年 8月隋鸿锦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我们的人体塑化标本没有一具来自捐献”。 

 

在此同时，在都柏林的为期 6个月的展览期间，在欧洲其它国家同时出现了 THB展览。 

 

2012 年 2 月 24 日至 5 月 27 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Budapest, Hungarian），展览名字是 THB，介绍中

说所有尸体都是大连医科大学塑化实验室提供[78]。在另外一篇相关报道中提到 HK Exhibitions Inc.

是主办商，这个展览在 2008年在布达佩斯吸引了 30万人。而这次的展出增添了许多新的“展品”，有

超过 150 具完整尸体和部件[79]。 

 

2012年 6月 16日至 9月 9日在比利时的 Ostend - Flanders，展览名字是 THB[80]。 

 

2012年 3月 10日至 6月 10日在捷克布拉格的 “人体展览”（THB）。当问到尸体来源时，当地的

主办方称：“整个展览是作为艺术品入关的，所以没有人问尸体的来源。但是，这些尸体都是中国

政府提供的，组织者是一个美国公司，他们有中国政府出的文件。[81]” 

 

隋鸿锦名下的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82]旗下还有大连医大生物塑化有限公司、大连鸿峰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83]和大连金石滩生命奥秘博物馆有限公司[84]这三家子公司，对外联系使用同一地

址：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广源街 36号。法人代表和总经理是隋鸿锦[85]，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

高级经济师是王洪春[86]。公司主营“生物塑化标本”和“科普展览”[87]，据 2010 年 11月 23日

大连大连电视台报道“2009 年 11 月 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旅顺口区全面开放。当年年



底，位于旅顺开发区的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产，一年来，年产值已达到两亿多元。与世界

上 100 多家著名博物馆有商业往来。旅顺全面对外开放是这家公司当初选址旅顺的重要因素[88]。

” 

 

四、在中共体制扶持下兴起的人体塑化标本产业 

 

据南方都市报 2012年 8月 23日的消息，目前中国大陆有数十家机构在从事人体塑化，而全球最大

的两家就是哈根斯和隋鸿锦的公司，按照隋鸿锦的说法，其他所有机构的总份额也不过 10%[89]。 

1．哈根斯的生物塑化技术由隋鸿锦“引进”中国 

 

1994年 1月，薄熙来任辽宁省大连市长期间，大连医科大学留校任教老师隋鸿锦受大连医科大学委

派到德国跟冯·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学习塑化技术，塑化人类尸体，并促成哈根斯与大连医

科大学合作，在1996年12月成立中国首家生物塑化技术研究所[90]，隋鸿锦出任所长[91]。在中共

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一个月，1999 年 8月，哈根斯经大连市政府审批在国家级（大连）高新技术园区

[92]投资 1500万美元成立德国独资企业哈根斯(大连)生物塑化公司 (批准证书批准号：外经贸大资

字[1999]0298 号，营业执照注册号：企独辽大总副字第 07598 号) [93]，隋鸿锦被聘任为总经理[94]

。2000 年 12月隋鸿锦破格升为大连医科大学教授，解剖教研室主任[95]。 

 

2．大连市两任市长对哈根斯的奖励 

 

1999年 9月冯·哈根斯从时任市长薄熙来手中亲手接下“星海友谊奖”的奖状和奖章。在 2012年追

查国际对隋鸿锦的电话调查中，隋鸿锦说，“因为这件事情是我办的，冯·哈根斯当时被授与那个大

连星海友谊奖，考虑主要是冯·哈根斯正好赶上大连市评选这个。后来，哈根斯他本人利用他这个

荣誉，到处去宣传他和薄熙来之间很多密切关系”[96]。2002 年 7月，据称鉴于冯·哈根斯公司在

生物塑化领域的先进技术，该公司被大连市政府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97]。 

 

当时，薄熙来已升任为辽宁省省长[98]，接任大连市长的是夏德仁[99]。 

 

3．隋鸿锦自立门户，将生物塑化技术“本土化” 

 

2000年，隋鸿锦得到卫生部和中国科协支持，批准为 2004年筹备塑化人体标本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

展览“人体世界”展[100]。据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解释，“为了更好的发展中国自己的生物

塑化事业”[101]，2002年 6月 21日，在大连医科大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隋鸿锦自立门户[102]，

背着哈根斯注册成立校办企业大连医大生物塑化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万元[103]。哈根斯发现

隋鸿锦私下注册了自己的塑化公司后，便开除了这位总经理[104] 。 

 

4．隋鸿锦得到“国家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 

 

2004 年 1 月，隋鸿锦扩大经营，成立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Dalian Hoffen Bio-Technique 

Co.,Ltd）并任董事长[105]，公司设在大连市高新园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106]，享有

大连市国税税收优惠[107]。 

 



据大连市委主办的期刊杂志《东北之窗》[108]记者称，“令隋鸿锦感到鼓舞的是，“人体世界”展

览受到了国家各级领导的热情关怀和支持。 展览在申请过程中，还得到了卫生部和中国科协的批准

，从而保证了这次展览的正规性和合法性。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两院院士吴阶平为展览亲笔

题名， 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的薛社普为展览同期推出的科普书籍写了序言。

在展览的举办过程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还委托卫生部相关领导到展览现场进行实地调查研

究和参观指导”[109]。 

在筹备“人体世界”展期间，隋鸿锦还被派往奥地利、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参加国际塑化技术学

术研讨会，全面掌握并改进生物塑化的各项技术。 

5．中央宣传部和卫生部为隋鸿锦人体标本展消除“社会争议” 

2004年 1月 1日，由大连医学院提供[110]的“塑化人体标本展”悄然亮相北京自然博物馆。展览包

括6件完整人体标本和近200件器官标本。即遭到民众的抵触，以“尸体展”称之。一向被中宣部’

统一口径”的中国大陆媒体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中国生命伦理学专家邱宗仁先生在接受北京晨报

记者朱烁采访时说，即便是尸体，因为有过生命，因此有尊严，应该被尊重。对于尸体来说，任何

商业性的活动都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医学伦理学专家陈天民也认为，从伦理上讲，这种不人道的做

法中国人不能接受。如此公然地售票展出，对尸体的任何商业化做法都是违背伦理道德的。1月 9日

，北京晨报以题为“塑化人体标本展引争议 专家称尸体也有尊严”发表了该采访报道[111]。 

同年4月8日，“人体世界”体标本展在一片争议声中拉开了帷幕，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展览馆里展

出的 20 余个真人标本和 200余种人体器官，全部由大连医大解剖教研室副主任隋鸿锦及其助手制作

。同上一次在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低调相比，此次可谓声势颇大，计划全国巡回展，为期 4个月，北

京是第一站。以科普的名义，由中国解剖学会主办，隋鸿锦名下的“大连鸿峰” [112]和北京中海

尚达广告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由于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属下的广告公司介入，“展览在宣传方面

非常高调，包括展览正式开幕之前的新闻发布会、大量的户外广告投放、宣传页的制作等，在开展

之前就已经在许多地铁站里出现，抢先一步刺激着人们的眼球。画上是一具被剥了皮的人体标本手

托自己的皮囊昂首站立[113]。千龙新闻网特约撰稿人任惟、张永义提出质疑，“将尸体拿出来展览

收取观众门票，无论是科普，是艺术，还是只为赚钱的噱头，其本质还是一场商业活动。相当一部

分人无法接受这样的‘科普教育’”[114] 。 

据国家科技部主管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消息称，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国家卫生

部、中央宣传部等专家组的现场考察，消除了前阶段的社会争议” [115]。2004年 6月 11日大连鸿

峰的“人体世界”（Body World）开始了韩国巡展的第一站。2005 年 8 月 8 日，隋鸿锦的人体塑化标

本登陆美国[116]。  

 

6．中共禁令出台，哈根斯停产，隋鸿锦人体标本生意越做越大 

 

2006年 7月 17日，中共九部委在联合发布的 “尸体出入境和尸体处理的管理规定”中声明，本规

定所称尸体，是指人去世后的遗体及其标本（含人体器官组织、人体 骨骼及其标本），除因医学科

研需要，不得由境内运出或者由境外运进。严禁进行尸体买卖，严禁利用尸体进行商业性活动[117]

。规定自 2006年 8月 1日起施行。 

 



冯哈根斯的儿子鲁利克·冯哈根斯(Rurik von Hagens)对《德国之音》记者说，“ 2006 年，北京政府下

达了规定，禁止进出口人体塑化标本。我们也从 2006年起，没有在中国进行过人体塑化[118]。

2007年哈根斯宣布结束在中国的生产[119]。 

 

2006年 8月实施的“尸体出入境和尸体处理的管理规定”看来只限制了德国人哈根斯，自此以后，

隋鸿锦的国产人体标本生意越做越大。据 2010年 11月 23日大连大连电视台报道，隋鸿锦的“大连

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世界上 100多家著名博物馆有商业往来，年产值已达到两亿多元[120]。”

如前所述，究竟有多少个中国人被隋鸿锦制成完整人体标本贩卖到美国与欧洲各地展览，目前还难

以作一个完全统计。  

 

2007年 11月 28日，中国解剖学会在 2007年工作总结中宣布，学会在请示卫生部有关部门领导后，

与隋鸿锦合作协议筹办“人体世界科普巡回展览”，”主办方将在总结 2004年北京、合肥、南京等

地展览的基础上，力争把此项科普活动搞得更好；学会要发挥督导作用”[121]。 

 

2008年 12月 15日，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大连市政府评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GR200821200070），可申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122]。 

 

2009 年 5月 15日，“大连鸿峰”旗下的《生命奥秘博物馆》[123]向公众开放，号称“是至今世界

上唯一一座可以透视生命迹象的综合性博物馆”，占地面积 3000平方米。隋鸿锦称“展馆建设过程

中，得到了国家财政部和中国科协的资助和扶持，受到国家各部委和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怀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士吴阶平、工程院院士钟世镇、中科院院士薛社普，全国

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左焕琛、全国政协委员赵金铎、辽宁省委副书记张成寅、副省长滕卫

平、大连市市长李万才、市委常委王萍、副市长曲晓飞等专程莅临指导工作”[124]。 

 

2011年 4月 7日，由鸿峰生物提供全部 310件展品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展[125]。 

 

7．隋鸿锦获中共各级部门奖励 

 

1997年获辽宁省教委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 1项，1998 年获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

1999年被评为大连市发明精英，2000年入选辽宁省人事厅“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行列，2001年获

第三届辽宁省青年科技奖二等奖，2002年获大连市优秀发明家称号，同年被评为大连医科大学先进

教育工作者，2004 年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称由于“为推动我国生物塑化技术的发展做出

了突出的贡献”[126]，2004年被国务院属下中国科学院主管的《科学时报》[127]评为评为“中国

科普十大公众人物”，同时被评为“最大胆”的科普之星。2005年被大连高新区创业园评为 2005年

度“十大优秀企业”[128]。2006 年以来，公司连续两年被评选为“大连市 10大高新技术优秀企业

”。总经理隋鸿锦被评选为“大连市高新技术园区 10大优秀企业家”和“海外学子 10 大创业明星

”[129] 。 
 

结语 

 
证据有力地表明，用于塑化的人类尸体不是来自捐献、不是无人认领，主要的来源也不是外界一直

传说的“死刑犯”。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的“人体塑化”行业，有可能依赖于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迫



害，被非法抓捕而拒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最容易成为“新鲜尸体的主要来源”。这种反人类罪行是不

可能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发生的，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已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尸体加工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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