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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年轻的中国医生郑乔治目

前生活在加拿大，但是他依然会做恶

梦，因为在中国他参与了活摘器官的

手术。尽管他事先不知情，但是他的

心一直被罪恶感充斥着。他在沈阳陆

军总医院实习时，被编入了一个摘取

器官的团组。一天在手术室，一个人

被推了进来，手脚被捆绑着。主刀医

生把他开了膛，从胸部一直到肚脐，

两个肾脏露了出来。这是个活生生的

人啊！“切断静脉和动脉”，主刀医

生对震惊不已的实习医生下令，郑照

着命令做了。那人的鲜血喷洒到四

处，两个肾脏被摘除后，被放到用于

器官移植的容器中。接着主刀医生命

令郑去摘除眼球，那名垂死而痛苦的

人听到了，极度恐惧地看着他们。郑

僵在了那里，接着说道“我不能这么

做”，于是主刀医生自己快速挖出了

那人的眼球。 

郑乔治对自己的所见所为感到

极度不安，充满了恐惧与罪恶感。他

很快地辞掉了医院的工作。他明白， 

 

他现在是一名活摘器官罪行的见证

者，可能会被灭口，于是他想办法逃

到了加拿大。近日《纽约邮报》了解

到郑乔治的这一经历，对此进行了报

道，并称所曝光的罪行，不仅仅是流

水线谋杀，更是一种群体灭绝。调查

人员估计，中国这些年来每年进行 6

万至 10 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这么大

数量的器官来自哪里？主要来源是

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成千上

万、甚至数以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

押到庞大的秘密监狱系统后，失踪

了，很多人再也没了踪迹。 

早在 2006 年 3 月，一名叫安妮

的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前职工，就曾

向国际社会提供过证词,指证活摘罪

行：这几年我一直在逃避灭口。我和

先生 1999-2004 年在这家医院工作，

他是一名脑外科医生，参与了摘除法

轮功学员眼角膜手术。我指证，这家

医院发生了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脏器

和眼角膜等器官的骇人罪恶。部分被

强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的躯体被扔进 

近年来，中共贪官携款外逃的情

况日益严重，“裸官”成风。他们首

先把配偶、子女送到国外定居，继而

通过在他国购置房产、银行存款、现

金走私、企业投资控股、股票交易等

多种方式转移财产。美国是这些人藏

匿资产和出逃的首选地。美国司法部

近年制订了“追回盗窃资产计划”，

并根据该计划搜查、冻结、没收外国

腐败官员的资金，并尽力将这些非法

资产部分归还给所在国家，案例有对

尼日利亚、乌克兰、南韩、洪都拉斯

等国贪官的行动，特别是近期把马来

西亚前总理纳吉布的洗钱公司的资

产充公，把超过 10 亿美元归还给马

来西亚政府。此外，美国国会通过的

《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规

定，实施人权迫害的官员和打手均可

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制裁方式包括

限制其签证以及冻结其在美资产等。 

 

几十年来，以江泽民为首的高官

家族把持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控制着

中国大部分财富，聚敛了高达天文数

字的国家资财，造成社会贫富的巨大

差距。江泽民于二十年前发动了残酷

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以升官发财为诱

饵，收买和胁迫大批官员参与迫害。

这些贪官构成了“血债帮”利益集

团，他们鲸吞的民脂民膏里，浸透着

无数善良民众的鲜血。江氏家族及

“血债帮”贪官转移至美国等地的

巨额资产，全是非法所得，理应归还

于民。因此，曝光以江氏为首的迫害

人权高官及其家族的美国资产，有助

于排查人权迫害者，有助于追查人权

迫害及贪腐罪行，乃是伸张正义之

举，对中国社会和人民具有重大意

义，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举报电子邮

件：(海外) editor@epochtimes.com  
(大陆) talkdjy@gmail.com 

 

用锅炉房改建的焚尸炉里。当我的先生

决定不再参与的时候，曾经遭到暗杀。

我是在 2003 年底才知道此事的，他以

前没有告诉我，一直是秘密进行。他在

夜间经常做噩梦，非常惊恐。他有一篇

日记是这样写的：当这个病人昏迷后，

他用剪刀剪开她的衣服，从衣服的口袋

里掉出来一包东西，他打开一看是个小

盒子，里面有个圆的法轮功的那个护身

符，上面有个纸条，写着：祝妈妈生日

快乐。我丈夫受了很深的刺激，他说你

不知道我多么痛苦，这些法轮功学员是

活的。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在国际社会

曝光，能够救下这些还没有被杀的人，

另外我也希望给我的亲人赎罪。我本人

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这几年真的，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我真的觉得

很愧疚。我知道这是国家在犯罪，但凭

我一个人的力量，我知道没有办法能够

扭转乾坤，可是我希望有很多医生会站

出来。 
 

如今醒悟下贼船 
我是六九年入伍的老兵，当年

被中共洗脑，咬破手指写战书“誓

死保卫毛主席”。后来中苏在小小

的珍宝岛开战，中共靠的是人海战

术，但双方装备悬殊大，很多中国

士兵都被压成了肉饼，损失惨重。

可党媒体却报导说，敌军死伤更多，

用谎言欺骗国民。后来我被调到某

中央首长身边当警卫，1989 年六四

期间，亲身经历了中共军队屠杀民

运学生的血腥兽性，“天安门没死

一人”纯属骗人的鬼话。如今聆听

朋友讲述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善

良民众的真相，我真正认识到了共

匪的邪恶透顶和毁灭人类的罪大

恶极。我决心痛下贼船，抛掉中共

能变好的幻想，做一个有良心、有

人性的炎黄之孙，与魔教中共彻底

决裂，退出其党团队邪教组织，以

求上天保佑。 

(声明人： 李天意 何天昌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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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料到病会好，而且好得近乎神奇。 

    目前法轮功已传播世界 100 多国，

像芭芭拉这样身心受益的实例不计其

数。如今，芭芭拉修炼法轮大法已超过

18 年了，发送法轮功传单给有缘人，为

民众义务教功，是她最快乐的事。 

地部长楼小区，六四午夜目睹了中共

军队对学生、市民大开杀戒的情景。

凌晨 4 时许，李锐接到学者张显扬的

电话，说附近死者已达千人；天亮后，

听闻复兴医院有大批死伤者，医生、

护士痛哭不止。当得知一名十几岁的

孩子中弹，却不获准送医院抢救时，

李锐直斥“禽兽不如”。大清早，他前

往附近医院，看到了堆起来的尸体和

流淌的血浆。对共产党彻底绝望的李

锐呼叹，“事已做绝，何以对天下”。

六四事件成为中共难以绕过的一道

坎，屠杀的决策者与执行者，在人民

的心中是历史罪人！   

踏着六四鲜血爬上总书记位子

的江泽民，试图隔断人们的六四记

忆、大搞“闷声发大财”，一切向钱

看，令贪腐全方位发展。从官倒横行

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从包二奶到

走私遍地，黄赌毒蔓延，无官不腐已

成民间共识。《九评共产党》指出，

中共的贪污腐败，已经发展成为党的

绝对领导权与老百姓的生存权的冲

突，… 中共为此已经准备了超过一

百万的武装警察，比起六四时临时调

动野战军来，今日的中共杀人的准备

更加充分。而当民众被逼上绝路的同

时，中共也在将自己逼上绝路，其政

权到了草木皆兵、风雨飘摇的程度。 

 

六四事件 30 年 民间牢记血债 沉船计划曝光 
高层拟弃官出逃 

据港媒披露，中共内部一份三万

多字的机密报告中，承认当局面临的

危机已到临界点，随时可能崩溃。另

有国内文章称，中共权贵层隐藏着一

个“沉船计划”。只要看看有多少官

员都已把子女和财产送到国外，就可

以了解中共高层对其制度有多少信

心。港媒曾引用官方权威机构的统

计，有九成中央委员的亲属已移民海

外，85%以上的中共高官做了弃官逃

跑的准备。 

不少坊间观点认为：当今中国社

会的很多特征与晚清及历史上的任

何末代王朝无异。末代王朝的征兆包

括：贪腐深入政权骨髓，无力提供社

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民众普遍恐慌、

不安、不满和无奈。末代征兆还表现

在：社会和民族矛盾日增，缺乏法制，

统治阶级内部派系矛盾日增，税负日

益沉重，贫富差距日益严重。 

近年来，中国资金外流严重。中

国问题专家季达曾分析，其中一个主

要因素是，江泽民等利益集团担忧被

清算，纷纷透过各种渠道向海外转移

资金。江派垄断中国经济命脉长达 20

多年，央企和国企几乎成了其利益集

团的摇钱树。 

当前共产党已失尽民心，共产主

义理论早已无人信，应验了梅花诗中

“豹死尤留皮一袭”的预言，而从高

层到中央党校，也早就在议论政权何

时终结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驻

京记者吉密欧采访中共党校时，探问

过中共执政合法性等问题。当被问到

中共是否会崩溃时，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党校教授私下说：“老实讲，这

是个全中国人都在问的问题。”就连

中共内部也多次发出“亡党危机”的

警告。多方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的一

切乱象之源是一党专政，要想解决这

一切，必须彻底抛弃这体制，建立没

有共产党的新中国。 

美国密苏里州的芭芭拉曾是一

名全身性红斑狼疮病患，这是免疫系

统失调的病，由于病痛的折磨，她無

法工作，只好申请残障救助。因长期

服用类固醇，导致了脉管炎，造成血

管破裂，长达十年，她靠着药物一天

天地苦捱，全然不知希望在哪里。 

在芭芭拉成长过程中因屡遭家

庭变故，她陷于抑郁，加上磨人的病

痛，让她越加沮丧，几度出现轻生的

念头。为了避免自己一时想不开做傻

事，她去看心理医生，看能不能从忧

郁中走出来。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

接着又被诊断出风湿性关节炎。那

时，她再也不想过这种暗无天日的日

子了。她想，就算死了，也要想办法

弄明白，“人生到底所为何来？人生的

意义到底是什么？” 

2000 年 2 月 6 日，芭芭拉走进 

1989 年春夏之间，在北京和其它

大城市，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以爱国

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反腐败，反

官倒。然而中共于 6月 4 日凌晨动用

机枪和坦克，在天安门及附近地区对

学生和北京市民进行了大屠杀。据美

国机密档案记载，透过当年中共军队

线人获悉的一份中南海内部文件，

“六四”时被杀民众达一万多，死伤

人数至少四万人。30 年过去了，尽管

中共想尽办法，试图隔断历史、掩盖

屠杀真相，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 

日前，原北大学生刘建拿出他当

时拍摄的、沉寂三十年的两千多张六

四历史照片，授权《大纪元时报》发

表。他表示，近年来到海外后才明白，

自己被中共洗脑了，因此决心揭露其

谎言和罪恶。每年六四期间，世界各

地都有纪念六四的大型活动，香港维

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悼念集会，更

是年年有十多万人参加、风雨不改。

《新唐人》电视台 6月 3 日播放“六

月黑夜”记录片，这是获艾美奖的资

深记者肯特当时拍摄的，录下中共部

队向天安门广场移动，然后向大批学

生市民开枪的场面。 

5月27日，香港报纸刊登了毛泽

东前秘书李锐日记中记述六四事件

的部分内容。李锐当时家住北京木樨 

 
病痛折磨苦十年 偶遇一卷心灵药

图书馆，找她渴望知道的答案。就像

是冥冥中的安排，在最无望的时候，

上天送来了一张免费的心灵药单，她

在书架上不经意看见一张醒目的传

单。她拿出来看，原来是一张介绍东

方静坐的传单，当看到三个中文字

“真、善、忍”和下面的英文批注，

她心里一震，直觉告诉她：我找到了，

这就是我要找的答案。她立即联络了

传单里注明的当地义务教功辅导员。 

当她把英文版法轮大法主要著

作《转法轮》带回家仔细阅读之后，

发现书里的内容回答了她百思不解

的问题，知道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和目

的，就像是醒过来了一样，感到生命

有了着落。而令人惊奇的是，就在修

炼三个月后，她惊讶地发现，折磨她

十多年的病痛不见了！她能做任何想

做的事，也能上班了。她说：我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