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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犯是中共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报

道援引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的指证：调

查员给中国上百家医院打电话，以患者

身份咨询器官移植事宜（全程录音)，

结果发现，约 15%的的医院在被问到供

体来源时，承认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并强调他们练功，身体健康，质量好，

而且可以很快获得器官。 

    十多年来，“追查国际”多方调查

证实：大量证据证明，活摘法轮功学员

器官是江泽民亲自下令，由军队、武警

及许多地方医院整体参与的大屠杀。在

一条龙杀人产业链下，中国器官移植实

际数量是医院公布数量的十倍以上，

每年达 6-7 万例，高峰期甚至高达 10

万例。大量失踪的法轮功学员成了中共

活人器官库的主要供体来源。这些年，

美国、欧洲、澳洲、意大利、加拿大、

爱尔兰等多国政府部门相继通过决议

案，强烈谴责中共这一反人类罪行，要

求立即停止活摘、停止迫害。 

 

   

                                  

 

 

 

 

 

 

 

 

 

 

 

 

 
 
 
 
 
 
 
 
 
 
 
 
 
 
 
 
 
 
 
 
 

 

 

 

 

 
 

 

 

 

 

 
 

内幕。高干阶层遭封网的程度并不严

重，很多甚至不用翻墙就可以自由登

录海外网站，获得很多不被过滤的信

息。同时他们能接触到体制的更高

层、出国还可接触国际社会，所以越

能看清时局，特别是当今中共活摘器

官罪行的核心机密，很多高官都心知

肚明。加上目前社会乱象丛生、危机

四伏，中共内斗激烈，恶化的畸形经

济等，都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长久蓄积的各种矛盾全面爆发。很多

官员看到了这条破船在风雨飘摇中

急速下沉的险情，明白中共体制已岌

岌可危！ 

当前，不论是权贵富豪或草根平

民，人心思变。天象民意都在为人们

指明；只有顺应历史潮流、抛弃中共，

才是利国、利民、利己的选择。三退，

同时也是向上天表态，不与邪恶为伍，

在它恶贯满盈遭天惩之际，不受牵累，

避大难保平安。三退是在海外退党网

退，可用化名，不影响生活。 

 

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以各种途径抗拒中共的独裁统治。不

少精英、富豪、民主人士、维权人士、

留学生等，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

在不同层面上否定中共的合法性。而

涉及更广泛阶层的“三退”大潮（退

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则是在精

神层面、从意识形态上与中共彻底决

裂。据海外大纪元网站统计，声明退

出中共党、团、队的中国民众已近三

亿二千万。不做马列子孙，做真正的

中华儿女，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的共识，抛弃中共的历史大潮，正以

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国。 

在海外景点做三退服务的义工谈

到，劝说那些出国旅游的中共官员退

党并不难，而且有些高官退得还很痛

快。按理说，中共官员是入党做官的

既得利益者，牵扯的个人利益多，应

该“保党”才合乎逻辑。但是为什么

越来越多的高官下决心退党呢？最主

要的一个因素是，这些官员了解很多 

民意與潮流 時局與出路 三退声明 

(一)读了《九评共产党》一书后，

深知被邪党骗得很惨。活在共产党

专制的社会太艰难了，明明很苦，

却还要被迫维护党。远离中共才能

找到自我，我自愿退出共青团、少

先队，并支持法轮功弟子反迫害。

有些人还看不清中共的兴衰，其实

邪党气数已尽。著名的宋朝《梅花

诗》作者邵雍曾说：大凡盛世治世，

则人必尚义；大凡败世衰世，则人

必尚利。静观现今，纯属尚利的金

钱社会，利益之争相当严重，几乎

没有人情、仁义。中共末日真的已

经来临，快抓紧退党自救吧，给自

己选择美好未来。（腾春） 

(二)我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看到

中共邪党不断的洗脑欺骗人民，我

感到很气愤也很无奈，社会现实让

人看不到希望和出路！很高兴听到

三退保平安的事，善恶有报啊，这

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在此我声明，

退出中共邪党。（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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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自 2006

年公开被曝光至今，中共对内始终封

锁一切相关信息，对外抵赖一切指

控。然而对于大规模招揽外国人到中

国进行器官移植，“器官移植旅游业”

兴旺，大量器官从何而来？中共一直

无法自圆其说。10 月 8 日、11 日和

16日，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世界新闻频

道，播出了关于中国“器官移植”的

调查报道，再度引起国际社会对这一

骇人事件的关注。该报道采访了多名

曾经参与活摘器官或了解相关内幕

的中国医学界人士，并披露了中国法

轮功学员在遭受酷刑迫害的同时，还

被强行抽血、体检的内幕。 

节目中播放了对器官移植病人

和家属的采访录象，他们明确表示：

在中国获取器官很容易，等待时间异

常短，患者甚至可以提前预约移植日

期。曾在中国学习医学的业界人士则

向 BBC 透露，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 

这是中国医学界“公开的秘密”，从

同事、同学、医生口中都听到过这种

消息。 

视频的一个片段显示，近日在一

国际会议场合，原中共卫生部长黄洁

夫遭记者追问有关活摘指控时，竟语

无伦次，随后避而不答。从 2000 年

开始，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爆炸性增

长。黄洁夫在 2001 年到 2013 年间，

推动大批医院成立器官移植中心，连

不具备条件的小城市、乡镇级医院，

都进行了大量器官移植手术。对于器

官的来源，黄洁夫曾辩称，2014 年以

前器官主要来源是死刑犯；2015 年又

宣称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然而，

统计显示，中国每年的死刑犯数量仅

几千人，而愿意捐献器官者只有一千

万分之六，即 14 亿人中只有一千多

器官捐献者。因此，大量的器官必有

另外的来源。 

BBC 的报道指出，法轮功学员、 

国际媒体再曝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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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法轮功教人不能自杀，因为自杀是

有罪的。…….听了戴维斯就各种提问

所作的说明，中国学生彻底明白了江泽

民集团栽赃构陷、非法迫害的真相，纷

纷向戴维斯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终止中共移植虐行国际联盟

（ETAC）”的倡议下，10 月 16 日“独

立人民法庭”在伦敦宣布成立，专门

负责调查中共强制活摘法轮功学员

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罪行。ETAC 是一

个由律师、伦理学家、医疗专业人士

和研究人员组成的联盟，致力于终止

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的罪行。该联

盟总部设在澳洲，在新西兰、英国、

美国和加拿大设有委员会。 

人民独立法庭的新闻发布稿指

明，该法庭的调查目标是：任何涉嫌

中共强行摘取器官方面的刑事犯罪。

自 2000 年以来，中共一直抵赖强摘

良心犯尤其是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

行。然而中国器官移植业的规模之大

和相关证据显示，中共涉嫌在国家层

面上主导活摘器官的罪行并以此牟

取暴利。 

独立人民法庭由英国大律师尼

斯爵士主持，他是国际刑事领域的知

名人士，1998 年至 2006 年间，主导

了国际刑事法庭对前南斯拉夫总统

米洛舍维奇的起诉；2009 年至 2012

年期间他担任“律师标准委员会”的 

副主席和监管大律师。该法庭的其他

成员包括：伦敦人权律师萨比（曾任

调查“伊斯兰国”大规模杀害政治犯

的独立法庭的法律顾问）；器官移植

专家、伦敦大学心胸外科教授埃利奥

特；马来西亚人权律师安德鲁库（现

任马来西亚律师协会宪法委员会的

联合主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著

名历史教授沃尔顿。法庭的第一次公

开听证会将于 12 月在伦敦举行。期

间，法庭将听取 30 名证人和专家提

供的证据，庭审日设在 2018 年 12

月 10 日——国际人权日举行。其它

的相关法庭会议将根据情况进一步

安排。 

ETAC 的主席罗杰斯教授表示：

“面对这样大规模的犯罪问题，国际

社会需要对之进行强有力的法律研

判。独立人民法庭将提供这种法律分

析，以及透明的、永久性的关于中共

强摘器官的循证记录。此类调查也将

提供证据和材料，促使国际组织采取

进一步行动。”ETAC 的执行董事休斯

女士表示：法庭可以为幸存者或遇难

者的亲属提供一些解决途径。 

 

调查活摘罪行 独立法庭成立 肃清党文化的

必要性 

一种文化的形成通常需要漫长

的时间，但是，在短短几十年里，

共产党依靠超乎寻常的宣传灌输和

触及灵魂的血腥实践，把党文化在

中国建立起来了，其成熟的标志就

是，党文化的思维从被动接受最终

演变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旦习

惯变成自然，党文化成为人们生命

的一部分，也就很难感觉是外在的

灌输，而相信是来源于自己的心灵

深处。党文化思维成为了我们民族

的“本性”。有的民族喜欢思考，有

的民族喜欢音乐，有的民族喜欢创

新，各个民族的各种思维方式，可

能千差万别，但都是出自基本的人

性。而我们被共产党强加的“本性”

却非出自人性，而是党性。党文化

变异了我们的民族，造成人与人交

往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充满斗的意

识；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习惯性地

离不开党；在生活中对于不符合党

观念的想法感到有危险；习惯性地

讲党八股话；混淆党与政府、党与

国家和党与民族的概念，等等。  

这种党文化思维在全社会习惯

成自然，形成了一股影响到思维、

语言、行为等方方面面的“习惯势

力”。我们看到，即使共产党的组织

解体，但党文化所形成的“习惯性

思维”不能化解，那么未来的中国

仍会是一个没有共产党但却带有深

重共产党阴影的社会。如果我们的

思维、话语以及行为中的党文化“习

惯”不能得以清理，它还将影响我

们的是非判断、信息分析与决策，

我们仍然可能互相戒备、仍然会去

掠夺自然战天斗地、仍然会觉得国

际上“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等

等。这就好比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

即使发动机熄火，它仍可以顺着惯

性滑行相当远的距离。因此，清理

一下党文化中的习惯性思维就显得

尤为必要。 (节选自《解体党文化》) 

 

西方女博士的东方奇缘 

澳洲的戴维斯博士从事环境工

作。她谈及中国音乐、中国古人修身

养性与天人合一的关系时，总是让中

国人感到惊讶。戴维斯表示，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喜爱，源自于中国佛家修

炼大法——法轮功。 

戴维斯开始学炼法轮功是为了

减缓精神压力。2012 年她攻读博士，

学习压力大，常掉头发。一到周末就

喝酒，但过后压力依然不减；尝试瑜

伽和太极拳也只能缓解一时。这些努

力失败后，她想起了法轮功。几年前

戴维斯的妈妈拿到一张法轮功传单

并给了她。炼法轮功的效果立竿见

影。很快，戴维斯感觉压力减轻，精

力更能集中了；也不再脱发，还长出

不少新的头发。随着持续阅读法轮功

著作，渐渐地，她发现学到的科学知

识能帮助理解书中博大精深的修炼

内涵。戴维斯不再喝酒，凡事越来越

能替别人着想，烦恼也变少了。 

以往每年戴维斯回到西澳南部

的家乡两三次，每次回家，都因一些 

事情和妈妈吵架。法轮功教导的真、

善、忍理念，让戴维斯意识到自己的

不对。于是，她努力改变跟妈妈说话

的态度与语气，并分享自己修炼法轮

功的点滴体会。感受到女儿的转变，

妈妈也开始跟着炼功了。 

戴维斯在西澳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期间，时常和中国留学生打交道，

谈论中国文化。有一次，她跟一群中

国学生说：“我认识三个中文字，就

是真、善、忍。”他们都很惊讶，问

她怎么知道的。戴维斯回答，“我炼

法轮功。”他们更震惊了，围着戴维

斯，问她一系列问题：是不是生病了，

法轮功不让你上医院去看病？自焚

是怎么回事？…… 

戴维斯回答：这都是中共故意造

出的谎言。法轮功没有叫人不去看

病，因为祛病健身效果好，我们通常

无需看病。但如果有必要，可以上医

院。至于“天安门自焚”，那是中共

一手导演的骗局，法轮功洪传世界一

百多国，为什么唯独在中国才有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