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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放映《活摘》 民众谴暴行 

功学员，纷纷表达他们的感受与喜悦。 

身穿纱丽的达科莎女士说：印度20个

大城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有的地方

中小学生的课间活动，就是炼法轮功。

德国的尼娜女士说：以前面对这个世

界觉得很烦恼，法轮大法转变了我的

人生观，给我展示了一条光明之路。俄

罗斯女士斯科拉娜修炼法轮大法已11

年，她说，修炼不仅使她身体健康，而

且心灵得到净化，如果一个人能坚持真

善忍的原则，那么你的一生都会充实。 

纽约的观众热情表达了对法轮功

学员的支持与敬意。一名高级酒店的

主管说：我很多年都看到法轮功学员

的游行，我非常支持他们，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在中国会有信仰自由。来自 

每年的 5 月 13 日是“世界法轮

大法日”，今年约万名来自世界各地

的法轮功学员于 5 月 12 日汇集国际

大都会纽约，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欢庆法轮大法传世 25 周年。队伍从

联合国广场出发，横贯曼哈顿最繁华

的地带。在气势雄伟的天国乐团开路

下，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身穿传统服

饰，拿着用本国语言书写的“法轮大

法好”横幅，展示大法弘传世界的盛

况。游行阵容中还穿插着舞龙、舞狮

及中国腰鼓表演等。维持秩序的很多

纽约警察胸前佩戴着法轮功学员赠

送的小莲花，看着欢乐的游行队伍，

也跟着一起欢呼“法轮大法好”。  

参加游行和庆祝活动的各国法轮 

2017 年 5 月 27 日晚，美国斯坦

福大学放映了纪录片《活摘》，这部

荣获第七十四届匹博迪奖的影片，以

大量证据及证人的证词，让观众了解

到当前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以至活

体摘取器官的罪行，放映完毕后，全

体观众鼓掌表示感谢。基于诺贝尔和

平奖提名人乔高和麦塔斯对活摘器

官罪行的大量调查和证人的举证，影

片翔实细致的追述了调查过程及结

果，揭开中共持续十多年来从法轮功

学员及良心犯身上活体摘取器官，并

贩卖牟利的黑幕。影片结束后，乔高

和“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代表阿

里杭珠医生回答了观众的问题。 

前来观看影片的包括学生、各界

民众和专业人士。加州最高法院退休

法官柯普看完影片后深表震惊：这让

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

犹太人的大屠杀，中共的行径践踏了

联合国的原则。他还表示，这部纪录

片制作一流，应该大范围的放映，民

众应该向他们选区的官员提议，通过

决议来谴责活摘器官暴行。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生莫卡塔 

里表示，我的心都碎了，这简直无法

让人相信。现在已经是 21 世纪了，还

有这么恐怖的事情发生，这些受害者

是那么无辜，他们只是实践他们的信

仰。在他们还活着时，就将他们的内

脏摘取贩卖，我感到非常悲哀。应该

在更多的地方放映活摘影片，让人们

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斯坦福大学的

中国学生石女士说，无论如何这是不

应该发生的事情。不管你信仰什么，

人都应该享有基本人权，连动物都不

应该这样被对待。我相信做这些坏事

的人将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 

当天早些时候，“反强摘器官医

生组织”在旧金山市府前举行发布

会，呼吁立法以禁止器官移植旅游。

乔高在发布会上说：“希望加州立法

者们，能够通过一个禁止器官旅游的

决议，所有人都知道这罪恶正在发生

着！”阿里杭珠医生表示，这些被屠

杀的是活生生的人、无辜的良心犯，

当有需要器官移植的人愿意出钱的

时候，他们被按需杀害。这种犯罪行

为甚至打着救死扶伤的幌子因此变

得更加邪恶。 

 

2017 年 

6 月 
 

萬人歡聚曼哈頓 同慶同祝大法日 
巴西的埃德森说：法轮功学员那种祥和 

感染着我，我感动得想哭，这个庆祝非

常壮观，我回去一定上网了解更多。瑞

贝卡女士是一名非政府组织的执行助

理，她说：真善忍的理念非常美好，我

们需要法轮大法所传递的价值观，这

理念意义重大，会改变世界。 

在现场观看游行的华人李丹心说：

法轮功群体令人敬佩，是社会的道德基

石。福建的江先生一直在拍照和录像，

他说：知道在海外都已经弘传了一百多

个国家，今天亲眼看到这么多民族和国

家的阵容，非常振奋，感觉太棒啦！从

四川来旅游的刘女士说：我要把这里的

见闻告诉国内的亲朋好友，“真善忍”

多好，希望在中国的人也能自由炼功。 

两天彻底识善恶 

我是一名研究生，这次来英国短暂

交流，看来真是来对了，此行让我认清

了历史，决心与中共决裂。决裂的过程

很短暂有趣，开始时看了一个流行反腐

电视剧，觉得挺过瘾，就想上网查查反

腐。不查不知道，这一查真是吓一跳啊，

各种中共黑幕不断爆出，与国内宣传完

全不同的信息也跟着铺天盖地的袭来，

当时还觉得那些新闻可能都是假的。 

4 月 26 日看到一个新闻，说修炼

法轮功有百益而无一害，很新奇也很害

怕，因为国内长期打压法轮功，所以有

正面的信息都不敢看。这次鼓起勇气，

看完这个新闻，感觉很有道理。随后又

看了《九评共产党》、《大纪元时报》的

不少社论、和辛灏年教授的许多演讲，

联想到 1949 年以来的种种政治运动，

马上就认同了辛教授的看法，认清了中

共的邪恶本质。认清真相既很震惊也很

痛苦啊，心都在颤抖！到了 4 月 28 日，

短短两天，我就决定彻底地与共产党决

裂。我 10 年前加入了共青团，去年还

写了入党申请书，幸亏没被加入中共，

才能不被更深地洗脑。我在此声明，退

出共青团，回国后努力宣传真相，希望

早日迎来民主的中国。（陶里奥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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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短暂 天理永恒--法官忏悔录 
 

 

   
 
 
  
 
 
 
                                                               
 
 
 
 
 
 
 
 
 
 
 
                                                                    
 
 
 
 
 
 
 
 
 
 
 
 
      

多月后，鄂安福再次休克，抢救无效死

亡。值得安慰的是，他在生命弥留之际，

对自己的恶行真诚地忏悔，并声明退出

了害人的中共组织，使自己的心灵得到

了救赎。 

鄂安福的同事中，原副院长张文

2008年制造了沈北冤案——将4名法轮

功修炼者非法判重刑，最高刑期11年。

不久，张文突发脑部怪病死亡；另一名

副院长柳晔，在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判

刑中，是主要决策者。2014年7月柳晔

突然暴病丧命，时年56岁。放眼全国，

这些年有不少法官，明知法轮功学员都

是好人，却在加薪和升职的诱惑面前放

弃了道德底线，非法枉判。殊不知，名

利短暂，善恶有报的天理是永恒的。 

 

陈静是纽约法拉盛的居民，她总

是执拗地相信自己会有运气。来到美

国的头几年里，她总是抱着赢钱的幻

想、后来又幻想着把自己赌输的钱捞

回来，哪怕手气再不好也不服。可到

头来，她输掉了近 20 万美金。初到美

国时，本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是到

赌场认了门以后，开始时赢了点钱，

又当了赌巴的售票员，把她的赌瘾又

勾了起来，结果输了个精光，最后只

好向国内老母求救还债。 

陈静爱赌的毛病从年轻就开始

了，因为这个原因，丈夫在女儿还小

的时候就和她离婚了。想到父母、女

儿，陈静心里愧疚地想戒赌，但是瘾

一上来就又没了理智。就在她自责、

失望、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一天她碰

到了一个叫萍姐的人。萍姐跟她说，

应该看看《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并

劝她退党，说不定能带来好运。陈静

爽快地答应了，毫不犹豫地写了个退

党声明。在国内春风得意时，她虽然

像大多数人一样想当官、往上爬，入

党是必经之路，但是共产党干的坏事

她心里很清楚。 

之后不久的一天，她在赌巴上捡

到了一张《大纪元》报纸，上面的一

个故事吸引了她：一个打麻将的人在

修炼了法轮功之后戒了麻将瘾。陈静 

 

寻思，“要不我试试法轮功吧？”她想

起搬家前的那个公园有人炼功，于是

就到那里晨炼，有时间就看《转法轮》

(法轮功主要著作)。不知不觉中，就像

春雨润物，陈静忽然发现自己怎么一

点也不想赌了？她想，现在如果真赢

了钱，那才心里不安呢。赌钱的人都

说，赌场里面有小鬼。是法轮大法，把

自己从无法摆脱的赌瘾中拔了出来；

每想到这陈静心里就充满感恩；而想

起赌台和老虎机前那些醉生梦死的

人，她不禁替他们感到难过与同情。 

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后，陈静把工

作之余的时间都用来做义工，告诉人

们法轮功真相，播放《九评》光盘给

人看。家人和朋友都亲眼看到了她的

变化，那些怕她借钱而远离她的朋

友，又回到了她的身边。一个朋友跟

她说：姐姐，我看你炼法轮功之后越

来越善了，这功法真好啊！父母也打

来电话鼓励她：你觉得好就炼，我们

支持你！好运也随之而来，女儿换了

个好工作；妈妈也给她汇来钱，让她

买房。陈静对友人说：“我妈以前哪

里敢给我这么多钱，不得都让我给输

光了？可是现在，她就这么信任我。”

“其实人人心里有杆秤，中共那么诽

谤法轮功，可谁都知道炼法轮功的是

好人。” 

 

一位华裔女子的人生二部曲 

 

2010年底，时任沈阳沈北新区法

院法官的鄂安福突发脑出血，送医抢

救后暂时脱离生命危险。到医院看望

他的亲戚和他唠嗑时说：“我看到了

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说你们法院副院

长张文，刚刚在对四名法轮功学员的

判决书上签字，就得了一种怪病，还

没确诊就死了；还有一个叫亢荣东的

法官参与迫害法轮功，出了车祸，骨

头都撞折了，有这事吗？”鄂安福听

了流露出惶恐与不安。也许是对报应

的恐惧，也许是出自内心的忏悔，鄂

安福不断地叮嘱家属：快去找炼法轮

功的！ 

一位法轮功学员知道了，前去看

望他，鄂安福讲了自己参与迫害法轮

功的经过，他说：“这是我这辈子干

的最大亏心事！”原来早在2001年，中

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第三个年头，新城 

子法院（现沈北新区法院）积极执行

“610”（迫害法轮功的非法专职机

构）的迫害指令，对多名法轮功学员

秘密判刑五至八年。鄂安福参与其

中。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中，有

第三小学的体育老师王敏。鄂安福原

是第三小学老师，后来考入法院。他

说：“王敏是自己昔日的同事，我竟

把她送进了辽宁省女子监狱，后来得

知她在狱中吃了不少苦(王敏后来被

迫害离世)，心里感到非常内疚。” 

鄂安福说：“近几年，接到法轮

功真相电话和信件，知道自己当年做

错了，我今天向那些被我迫害的法轮

功学员深深地忏悔。我要退出共产党

的一切组织，没有共产党的谎言欺

骗，我当年不会对法轮功那么仇恨，

以至于助纣为虐，迫害好人，使自己

犯下了大罪，受到天理的惩罚。”两个 

陕西50党员退党 

近年来，随着中国民众认清中共的

邪恶腐败本质，要求三退(退出中共

党、团、队组织)的人越来越多。近日

陕西大荔县50名党员公开致信中组部、

中纪委等，宣布退党。据报导，这50

名党员是该县农业龙头企业金紫阳公

司的员工。他们在公开信中表示，公司

因遭受银行断贷、黑社会威逼以及地方

政府的强行违规而破产，导致数十亿资

产被巧取豪夺、遭廉价拍卖，600多名

债权人的利益几乎归零。公开信强调，

再也不愿意和这些吃人民肉、喝人民血

的党组织为伍。 

像这次陕西党员集体公开退党的

事件近年来一直不断。2005年5月，中

共中央党校25名官员通过大纪元退党

网站发表声明集体退党；声明还说，我

们都看过《九评共产党》，中央党校两

千多职工中，90%党员如果条件允许都

会退党。2007年12月，江苏灌云县陆庄

村党支部32名党员全体退党，抗议党群

官僚腐败、欺骗群众、滥用职权、暗箱

操作选举、暴力征地和拆迁等。2012

年10月，四川剑南春维权职工遭到厂方

找来警察抓人、打人，72名职工集体公

开退党。2013年6月，湖南省二千多名

老电影放映员到省政府上访，却遭到暴

力驱散及抓捕，随后，共有五千多名放

映员决定集体公开声明退党。 

目前，每天约10万人持续加入三退

大潮、声明三退，大纪元退党网上统计

的三退总人数已超过2.7亿，代表着民

众精神觉醒、道德回归的步伐，引领着

一场划时代的社会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