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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邮报》 

前医院实习生亲历活摘器官 

 

▲《纽约邮报》文章网站截图 

《纽约邮报》6月 1日发表

文章《前医院工作者：中国异

议人士因器官而被处决》，披

露了一名中国沈阳陆军总医院

http://www.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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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习生被迫参与活摘器官的

亲身经历。 

文章说，郑乔治仍然会做

噩梦。当年他在中国沈阳陆军

总医院实习时，被选中参加摘

取器官的团队。囚犯被带了进

来，手脚被绑着，但仍然活着。

主刀的陆军医生将他开膛，从

胸部一直切到腹部。他的两个

肾脏露了出来。“切断静脉和

动脉。”军医对震惊的实习生

说。乔治按照他说的做了。肾

脏被置于器官移植容器中。 
然后医生命令乔治摘取该

男子的眼球。听到这个，垂死
的囚犯惊恐地盯着他，乔治僵
住了。“我做不了。”他告诉
医生。于是医生自己迅速将囚
犯的眼球挖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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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对他所看到的事情感

到非常不安，他很快辞去了医

院的工作并回到家中。后来，

他害怕自己可能成为中国强摘

器官移植业的下一个受害者，

于是他逃到加拿大，并获得了

一个新的身份。 

象乔治这样亲眼目睹活摘

器官的情况非常罕见。去中国

的“移植游客”不会被告知他

们的新心脏、肝脏或肾脏来自

哪里。那些器官被摘取后死亡

的人不会说话了。 
专家估计中国每年进行 6

万到 10万个器官移植手术。将
这个数字乘以肝移植（17 万美
元）或肾移植（13 万美元）的
价格，结果令人震惊：一百亿
至二百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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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中共党魁江泽民
迫害法轮功后，中国移植行业
特别丰富的新鲜器官来源于法
轮功学员。成千上万的法轮功
学员，也许有几百万的法轮功
学员被抓捕，然后就消失在庞
大的秘密监狱中，他们中的许
多人永远不会重新出现。 

▲1999 年 7 月法轮功被迫
害后，有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
去北京上访，为了不连累单位
和家庭，众多上访的法轮功学
员被关押后，因不报姓名而失
踪。图为 1998 年广州一个法轮
功炼功点的学员们在晨炼。 

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良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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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进入集中营时被抽血，而

且还检查他们的器官，可能是为

了他们（的器官）可以更快地与

那些愿意支付器官费用的人的器

官相匹配。 

中共一直在掩盖罪行。
2015 年 1 月，中共宣布将只使
用自愿捐赠者的器官，并禁止
使用死刑犯器官。至 2018 年，
官方器官捐赠者仅 6000人。这
个数字太小，无法供应当年实
际移植的数万个器官。 

中国的器官等待时间非常

短，这证明了对供体的屠杀仍

在继续。在正常国家病人可能

等待几个月或几年才能获得器

官。在英国的等待时间是三年，

加拿大的等待时间是其两倍。

只有在中国，器官游客在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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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几天或几周内就可以接受

肾脏、心脏或肝脏移植手术。 
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

患者报告说，他们的移植手术
在他们到达中国之前就安排了，
这种情况只能通过强制器官摘
取才能实现。 

世界开始意识到这样一个
事实：在中国，几乎每进行一
个器官移植手术，都是以剥夺
另一个无辜的生命为代价的。
这就是为什么象以色列、西班
牙、意大利和台湾这样的国家
和地区已经禁止移植旅游的原
因。 

中共强摘器官有两个原因：
消灭让（中共）讨厌的少数群
体，并获得巨额利润。中国的
器官移植流水线不仅仅是谋杀，
也可能是一种群体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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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玫瑰节游行 

法轮功团体受民众欢迎 

【明慧网】2019年 6月 23

日，由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

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炼功队，

参加了在威兰（Welland）举行

的玫瑰节游行。在游行当天，

YourTV 电台进行了现场直播和

解说。天国乐团和炼功队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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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照片也被作为游行亮点放在

玫瑰节的官方网站上做宣传。

天国乐团和炼功队作为压轴的

游行队伍，受到了游客的一致

好评。每当游行队伍经过时，

两边都会响起观众的掌声和欢

呼声。 

法轮功弘传世界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海外法轮功学员经常

参与当地的社区活动，深受人们

的欢迎与赞誉。图为玫瑰节网站

截图。◇ 

昔日“女霸王” 戒赌换新颜 

我是一个中年女性，生活

在云南，我们有家族企业，虽

然谈不上多有钱，但在当地也

算是富裕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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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中国社会，人只要

有钱了就会追逐享受，所以平

常抽烟、喝酒、打麻将成了我

生活中的常态。家里的生意主

要由我打理，其它的事都交给

丈夫去管，孩子我也不管，所

以我一有时间就去赌，已经身

不由己。每年输的赌资少则一、

两万，多则有七、八万，甚至

更多，但从不吝惜。 

家族中我是出了名的“女

霸王”，谁也不敢惹我。不管是

对是错，我都从不认错。我也

知道抽烟、喝酒、赌博都是不

好的行为，但就是戒不了。不

但戒不了，瘾还越来越大，脾

气也变得越来越古怪。有一次，

五岁的女儿哭着对我说：“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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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去赌了！”我就朝着她吼道：

“你给我死远点！”做生意的朋

友给我打电话，一听有“搓麻”

声就不说话了，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时候说什么我都不愿听。 

尽管我可以恣意妄为，不

受任何约束，但其实我并不快

乐。因为长期耗在麻将桌上，

导致我患上了肩周炎，还有严

重的胃炎、妇科病和子宫肌瘤

等病症，有时病痛的折磨让我

觉得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 

我母亲原来患有头痛和白

内障等疾病，严重时会持续几

个月，什么都干不了。1998 年

她开始炼法轮功，不到一个星

期，白内障就好了，此后母亲

将用了多年的药罐子扔了，身

体却越来越好，家务活几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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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她包了。这件事对我的震动

很大，我知道法轮功好。 

2011 年 11 月，一个偶然的

机会，我走进了法轮功学员的

集体学法小组，当时的场面在

我心中留下了永远都无法磨灭

的画面。那是在一家小旅馆的

很简陋的房间里，有十多个法

轮功学员聚在一起，大家双盘

着坐在床上学习师父的新经文。

当走进房间的那一刹那间，我

整个人被深深地震撼了。不知

道为什么，我有一种无法用语

言形容的感觉，就是很想成为

他们中的一员，与他们一起修

炼。那天学法后我还与他们一

起集体炼功，尽管我的动作还

没完全掌握。 

从此我每天都与母亲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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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转法轮》，一起炼功。凭

借着法轮大法（法轮功）的力

量，我终于摆脱了不良嗜好，

戒了烟酒和赌博。刚开始那些

赌友还给我打电话，她们都不

相信我会戒赌，有一个人还说：

“你要能戒赌，除非人死了。”

我坚定地说：“我已经炼法轮功

了，我要做一个好人，不会再

赌了。” 

修炼没多久，我身上的疾

病就慢慢好起来了，更重要的

是脾气变好了，不再乱发火了，

这点我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不

仅丈夫说我变好了，女儿也说

我变好了，所有的亲戚都说我

变好了。 

目睹我身上的巨大变化，

丈夫、女儿和我弟弟都相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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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法轮大法修炼，其中我弟弟

的改变最明显。他以前是个酒

鬼，酒量极大，一次能喝二斤。

他也好赌，脾气也很暴躁，天

天骂人，连我都怕他。修炼法

轮大法以后，他把酒戒了，赌

也断了，也不骂人了，到最后

是别人骂他，他也能忍了。 

到如今我修炼法轮大法已

经八年了，我深深地体会到，

师父是将我从地狱里捞出来，

将过去那样一个集“烟、酒、

赌”于一身的人，变成现在按

照“真、善、忍”修炼、时时

处处要求自己做好人的人，我

衷心希望善良的人们能尽快觉

醒，从中共的谎言中走出来，

明真相才会有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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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北站派出所警察 

非法抓捕技术精英于春生 

【明慧网】沈阳法轮功学

员 于 春 生 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上午，在沈阳

北火车站出行

时被沈阳北站

派出所的警察

非法抓捕，并于

当天夜里被送至沈阳铁路公安

处看守所关押。 

61 岁的于春生曾在沈阳工

业学院专科学校（现已并入沈

阳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担任

副教授和系主任，因修炼法轮

▲于春生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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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曾两次遭受非法关押迫害，

并被剥夺教学权利。 

于春生上世纪 80年代开始

教书，在沈阳第一工业学校机

械工程专业任课带学生。他淳

朴善良，对待学生真诚有耐心。

他带的学生，现在分散在全国

各地，其中许多人成为社会精

英，包括企业老板、外企高管、

企业技术骨干、政府职能部门

技术骨干、律师等等。 

1996 年，于春生开始修炼

法轮大法。当时他已经成为机

械工程系的副教授和系主任。

修炼后，于春生进一步提升自

己的道德操守，教学和行政工

作都做得十分出色。学校领导

对他有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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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于春生家里来了一

位客人，为亲属的工作安排送

钱送礼。于春生当时就说，他

是修炼人，按照真、善、忍做

人，不会收钱收礼，只要合乎

工作流程，他就同意接收对方

亲属来工作。因考虑对方的感

受，于春生当时收下礼品，事

后把它折合成现金还给了对方。

这个人后来一直对于春生十分

敬重，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很正。 

1999 年 7 月，中共开始迫

害法轮功。很快，因为于春生

坚持信仰，拒绝放弃修炼，学

校党委撤销了他系主任的职务。 

2000 年 12月，于春生的家

突然遭到警察闯入并非法抄家。

于春生被带走，被非法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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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遭受 30多个小时不许合眼的

折磨。他随后被送至沈阳市行

政拘留所非法关押四个月后放

出，返校后被剥夺教学权利至

今。 

因于春生夫妇坚持修炼法

轮功，2001年 12 月，俩人工作

所在的学校，用欺骗手段将俩

人绑架到沈阳市张士教养院洗

脑班进行强制洗脑转化，期间

被剥夺自由，切断与外界联系，

并被非法强制录像。 

2015 年 8 月 2 日，夫妇俩

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

发动这场残酷迫害的元凶江泽

民，并揭露中共对他俩的迫害。 

尽管因坚持信仰面临巨大

的精神压力，于春生仍然努力

工作，在 2000年受邀完成了教



迫害与反迫害  
2019年6月28日  中国版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3 

材《数控机床编程及应用》一

书的编写工作，并由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01 年出版。该书作为

高职高专专业教材，在社会上

出版了约 7万册以上。 

因迫害离开教学岗位之后，

于春生走上了技术岗位。通过

修炼法轮功开启智慧，他一边

工作一边学习，掌握了机械、

机电两个领域的技术知识，先

后在不同公司担任技术骨干。

因为他人品优秀、技术过硬、

工作勤恳踏实，得到了老板和

公司员工的认同和尊重。 

于春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妻子肖岩冰和他有共同的信仰。

因为共同修炼法轮大法，夫妻

和睦，共同扶持走过一个个迫

害的艰难岁月。他们的孩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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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优秀，18 岁就考上清华大

学硕士研究生，后来拿到全额

奖学金出国深造。于春生和他

的家庭，可以说是中国的精英

家庭。于春生数次遭遇迫害却

仍然无怨无悔，坚持按照真、

善、忍做好人，为他人和社会

做贡献。他是中国的社会精英、

道德脊梁。 

悲哀的是，这样的人，在

2019 年的今天，因为他的信仰

而被非法关押、拘留，至今失

去人身自由。 

大陆简讯 

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对刘肖

雄秘密开庭 家属控告法官 

2019 年 5月 20日，大连市

甘井子区法院法官金华在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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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通知当事人，也不提前通

知家属、律师的情况下，就私

下开庭，非法秘密庭审法轮功

学员刘肖雄。刘肖雄的家属向

法院递交控告状，要求法院依

法纠正金华法官的违法行为，

撤销这种非法庭审。 

长春市朝阳区法院贺维民遭

恶报自杀身亡 

长春市朝阳区法院刑事庭

庭长贺维民，多次参与给善良

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致使

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监

狱里遭到酷刑折磨，给他们的

家庭造成很大的苦难。自 2013

年至 2019年间，贺维民担任朝

阳区法院刑事庭庭长。此期间，



迫害与反迫害  
2019年6月28日  中国版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3 

被偷偷庭审、枉判的法轮功学

员有：孙士英、王洪艳、王洪

岩、韩冰、金燕、车平平、陈

艳华、王戈等多人。 

据悉，贺维民于 2019 年 3

月 31日在家上吊自杀身亡。 

 

截至 2019 年

6 月中旬，在海

外退党网站声明

“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

人数已超过 3.3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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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来函：老律师的肺腑之言 

【明慧网】我是大陆工作近

30 年的老律师，实在忍无可忍，

向你们透露

中共的罪恶

及中共统治

下中国百姓

的现状。 

【明慧网】我是大陆工作
近 30年的老律师，实在忍无可
忍，向你们透露中共的罪恶及
中共统治下中国百姓的现状。 

中共统治下中国已经完全
没有了文明、法治的影子，不
管哪个行业都是一样。靠山吃
山、靠海吃海本是指根据现有
的条件因地制宜，如今变成了
靠什么吃什么，法官靠法官身
份吃当事人，冤假错案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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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靠警察身份吃老百姓，无
辜的人被非法关押、判刑；医
院靠医生骗取钱财，将百姓疾
病置之度外，造成医疗事故层
出不穷，记者不敢报道，还靠
记者骗取钱财；政府官员靠公
务员身份吃百姓等等，百姓的
财产权、人身权在政府眼里一
分不值，各类上访事件层出不
穷，社会底层的人们忍受到了
极限，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
步，底层百姓生活在艰辛中；
坑蒙拐骗到处是，人与人之间
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做好人
很难很难，政府各个机关为欺
压百姓而存在。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我想我有义务突破重重封锁，
将中国现状传递出去，希望国
外能多多关注中国，不断揭露
中共的罪恶，早日解体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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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目前对言论、网络看管得
比较严，所谓政务公开、审判
公开、阳光执法等等全是骗人
的，法官还不如市井百姓素质
高，整个政府所有机构成了中
共用来管制百姓的工具。 

律师被强逼为中共效忠，
自去年要求每个律师事务所必
须建立党支部，全中国的各个
行业要求学习强国，被强行洗
脑。各级法院的关系是孙子（基
层）、儿子（中级法院）、父
亲（省高院）、爷爷（最高院），
各级法院如同摆设，满怀希望
的百姓通过一审、二审、再审
等，甚至倾家荡产，得到的不
是改判而是刁民，并成了政府
维稳对象，看到对中共抱着希
望的可怜百姓，我感到十分难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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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你们的平台，能
唤醒大陆可怜的百姓，不要对
中共抱有任何希望，只有每个
人从心底认清中共，抛弃中共
才能过上平安的日子。◇ 文／
一名大陆律师 

 
 
 

【明慧网】来俊臣是唐代

的酷吏，以告密起家，得到武

则天的重用，成为其忠实的鹰

犬，用种种酷烈的手段为武则

天铲除异己，干尽了坏事，最

后被武氏作为替罪羊抛出，结

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人间就是善恶同在，有善

的就有恶的，来俊臣几乎是集

所有的恶于一身，纵观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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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找不出什么值得肯定的

地方，几乎是恶的极限。 

来俊臣编了一部所谓的

《罗织经》，将几乎所有整人

害人的手段做了归纳和总结并

加以扩展，同时亲身实践，为

后世树立了一个极坏“榜样”，

后世的同类人几乎没有“超越”

他的。 

我们发现中共邪灵在建政

后的历次运动中，特别是对法

轮功和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

使用的几乎所有的造谣和污蔑

手段，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

这不奇怪，经过一千多年的实

践，这些邪恶手段已经相当成

熟了。 

但是邪恶终将逃不脱天理

的惩罚，来俊臣机关算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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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还是落得一个极其可悲的下

场，所以这个历史人物的出现

同时有着一种很大的警示作用，

他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

这样一个真理：任何投靠强权，

欺压良善的人最终都没有好的

结果。 

历史是重复的，在对法轮

大法迫害的二十年中，经过中

共建政后数十年的逆向淘汰，

“来俊臣”们遍布神州大地，

他们妖妖登场，将人性的恶表

现的淋漓尽致。然而“天网恢

恢，疏而不漏”是更高的理，

他们只看到为中共打压良善飞

黄腾达，升官发财的一面，却

看不到也不愿意相信他们最终

被惩罚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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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

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

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

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然

而中共在迫害伊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

书籍，并封锁互联网，就是害怕人们了解

事实真相。 

● 2001 年 8月 14日在联合国会议

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

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

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

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

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 2003 年 11 月 8 日，由新唐人电

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

纪录片《伪火》（《False Fire》）获第

51 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