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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对迫害者拒发签证 取消绿卡 冻结财产 

2019 年 

8 月 
 

滥用医疗新设备  行魔鬼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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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美国通过《全球马格尼茨

基人权问责法》，对迫害人权的官员

和打手，施予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等

制裁。近日，美国国务院官员通知一

些宗教及信仰团体，美国将正式采取

行动，更加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

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包括移

民签证和旅游、探亲、商务等非移民

签证；对已获签证和绿卡的迫害者，

亦可能被拒绝入境，而且惩罚之列包

括其配偶、子女等。 

美国务院官员特别对法轮功学

员表示，可以提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中共人员名单。根据现行法律及总统

公告，遭拒发签证的恶行包括：未经

法院判决为死刑而故意杀人；酷刑和

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处罚；没有刑事指控的拘押；绑架

或秘密拘押而致人失踪；其它对生命

权、自由权或人身安全权的公然剥夺； 

下令、煽动、协助或以其它方式参与

群体灭绝。 

    众所周知，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

信仰群体的残酷迫害已经长达20年，

无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被关进

洗脑班和精神病院、被非法劳教、判

刑和受到酷刑折磨、迫害致死，甚至

被活摘器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

权迫害。这惊天的罪恶被中共极力掩

盖。当初江泽民把迫害法轮功的程度

与官员的仕途升迁挂钩，导致大批官

员和民众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这场

非法迫害。 

中共虽然煽动高调反美，但是从

最高层到各级官员，都在纷纷把财产

转移到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把家人

移民海外。这些新规将起到阻断迫害

者及其亲属逃美之路。美国首开先

例，也对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和欧

洲等国家起到推动作用，目前已有近 

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的罪恶，越

来越引起国际关注，尤其邪恶的是，

滥用医疗新设备，以实现活摘利润最

大化。日前，美国前里根总统幕僚莫

舍披露：中共大力发展人造心肺机技

术，这种设备可以抽取静脉血，在体

外充满氧气后，再泵回人体内。通过

这种设备，在摘取人的心脏后保障其

它器官继续存活，这样就可以继续摘

取肾脏、肺脏、肝脏等器官。他透露，

有了这套设备，每杀一个人，就不再

是 15 万美元的进项，而是一次赚取

75 万美元。在国际医学界，这种技术

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用在心肺手术

时或心肺功能失效时维持生命。这种

本为救人的医术，现在却被中共用来

杀人。如此让人难以想象的罪恶，每

天都在中国上演。 

已落马的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

立军，2006 年 9 月在光华创新特别贡

献奖颁奖大会感言中坦承，他所在的

研究中心就是为器官移植提供器官

供体，并宣称其科技成果（离体器官 

保护液）是现场几千个密集移植的结

晶，也就是两年中他们做了几千次人

体器官摘取。“离体器官保护液”用在

延长被摘取器官的保存时间。2011

年王立军参与发明“原发性脑干损伤

撞击机”。这个装置是用一个金属球

直接锤击脑壳形成冲击波，穿越头盖

骨到达脑内部，让人瞬间脑死亡。另

一种技术是，在被强摘者通往大脑的

颈动脉上放一个球囊状导管，阻止向

大脑供血，制造脑死亡。根据官方规

定，符合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三个标准

之一是脑死亡。因此，中共发明这些

脑死亡技术的目的，是为制造“合法

器官捐献”，以掩盖活摘器官的罪恶。 

据追查国际调查报告显示，中共

每年移植手术高达 6万到10万例，法

轮功学员是活人器官库主要供体来源，

如今，活摘的对象更延伸到其他民族

及宗教群体。从纳粹屠刀下逃脱的幸

存者汉姆尼尔表示，今天的中共比纳

粹更残酷；它杀害自己的国人，活摘

自己国人的器官贩卖，比纳粹还纳粹。 

30 个国家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

的“马格尼茨基法”以制裁人权恶棍。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如今已经走

到了穷途末路。在不久的将来，中共政

权倒台之后，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员，都

将面临法律的严惩。那些之前在美国和

海外所谓留下后路的迫害者，如今的逃

路也被断绝。 

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的人，为

自己和家人的未来着想，别再替中共卖

命迫害好人。唯一的退路是，不与中共

为伍，在海外大纪元网用真名退党；在

自己能力范围内善待被迫害的法轮功

学员，并收集犯罪者名单和罪证，向“追

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举报，给未来

在法庭上减轻自己的罪责创造条件。 

举报电话：001-347-448-5790 

举报传真：001-347-402-1444 

 

声明退出党团队 
我生活在中国二十几年，因为

中共洗脑的原因，之前对中共深信

不疑；直到我在社交媒体转发一些

消息，被警察上门询问，并抢去我

的手机查看内容。我意识到这里是

没有自由的国家。我告诉自己看看

外面真实的世界吧。我出国留学了。 

国外没有网络封锁，在YouTube

上我了解到很多真相，比如天安门

大屠杀、法轮功被迫害，我的世界

观彻底颠覆了。今天，我在一座城

市看到了活摘器官酷刑展示，我心

里很难受。我看了很久，眼泪一直

在打转。后来我和一名法轮功学员

聊了很多，我们从中共夺权，谈到

1989 年学运，谈到所谓的天安门自

焚、中南海万人上访，我心里的迷

惑被一个个解开。 

我自认是个心存善念的人，我

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告诉我的朋

友和家人这些真相。一个人力量很

微弱，但是小河流可以集成大海。

我声明退出党团队组织，与中共彻

底决裂。(声明人：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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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一亿多人非正常死亡的人间

悲剧。到今天中共党内、高层自己

都不相信共产主义，老百姓也不相

信这一套，中共的意识形态破产。 

时政评论员夏小强表示，如今，

从中共党魁到普通党员都很难找到

一个真正从内心相信共产主义的

人，“不忘初心”是个招牌，是中共

根据当前的需要提出来的一个欺骗

民众的口号，民众千万不能当真。

中共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在国内，

高层权斗你死我活，经济日趋恶化、

举步维艰；在国际上，中共因大面

积迫害人权、迫害法轮功等信仰团

体、迫害少数民族等行径，备受世

界谴责；香港反“修例”，港人已将

怒火指向中共专制，面对数百万港

人争取民主、法制的诉求，中共进

退失据。在这样的背景下，意识形

态已经破产的中共，重拾马克思主

义，试图用此方式来给已经面临瘫

痪的专制统治充电，其实是黔驴技

穷、穷途末路的反映。 

 

口喊不忘初心 实为穷途末路 

退休警察三退记 
一次去公园，看到一个老人坐在凳

子上，我微笑给他打招呼：老哥，你好，

在这休息呢？岁数大了要经常出来活

动活动，对身体有好处。他说是是。我

看他身边还放着拐杖就问他身体还好

吗？退休几年啦？他说是某区公安分

局的，退休好几年了，有颈椎病，前一

段时间去医院做了手术，效果不错，但

看电视时间长了就有点累，不舒服。我

说你就少看一会电视，听听收音机、看

看书，这样脖颈不会难受。我说人到晚

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好，他

说对对。这时我拿出两本小册子，一本

《三退是福》、一本《真相》，对老人说：

“咱看书眼睛不困难吧？”他说能看，

听力也行。我说那是福气，给你两本书

你回去好好看看，明白真相会得福报

的，他说行。 

第二次去公园又在那个凳子上遇

见他，向他打声招呼，他让我坐下。我

说老哥上次给你的小册子看了没？他

说讲的都是实话，说的全是真事，写得

好。我说今天给你请来了护身符，送给

你带在身上，常念“法轮大法好”会消

灾得福报，你在公园边转圈活动边默

念，会心情舒畅的。他乐呵呵地点头同

意。我随即又拿出真相播放器对他说，

再赠送你个点播机，里面有丰富内容，

不管是天音净乐、传统文化、还是神传

文化，还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你听后定受益匪浅的。俗话说得好：兼

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是我们的知情权。

他说对对，回去好好听听。 

又一次遇见他，我问他播放器听了

吗？他说听了，内容挺好的，邻居听了

觉得好给要走了。我说这兜里正好留一

个呢，送给你吧，他不好意思拿，我说

你喜欢听就再送你一个吧。他高兴的接

过播放器。我问他，退党保平安的事知

道吗？他说知道了。入过党团队吗？他

说都入过。我跟他说：退了这个组织，

与共产党脱离关系，远离邪恶就远离了

灾难。共产党作恶多端，杀人放火，迫

害信佛信神的人，肯定会遭报应的，老

天爷给它降灾时咱就能平安躲过这场

大劫难了，就能安安生生地过日子，千

好万好不如平安好啊，咱可不能给它当

陪葬啊。他说是，退退。我说老哥贵姓？

他说姓郭，我说那就叫郭健康吧。他边

点头边和我握手，高兴地直说谢谢。 

 

中共七常委纷纷到地方或部门

调研有关“不忘初心”的教育情况，

令坊间摇头不止。分析人士认为，

这凸显了中共的意识形态的极度危

机，但中共高层仍企图利用这种方

式收拢下面的一盘散沙。各级官员

因为高层的“打虎、拍蝇”运动，

而对其感到不满，所以就通过各种

懒政、不作为等方式，消极抵抗，

更有江派成员搞各种为难动作。在

这种状况下，高层想收拾这个烂摊

子，其实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

的，那些为了捞一把而当官的各级

贪官，谁还愿意真为维护中共政权

卖命呢？ 

原河北电台新闻编辑朱欣欣此

前向《大纪元时报》记者表示，共

产主义是一个空想的乌托邦而已，

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不符合人

性、也不符合社会。通过半个多世

纪的中共和俄共夺权后的历史证

明，马克思理论是彻头彻尾的谎

言。共产党给全世界带来的是灾难， 

2019 年 7 月 20 日前夕，美国

参、众两院的十位议员，致信声援

即将到来的美国国会山前法轮功反

迫害集会活动。议员们谴责中共侵

犯基本人权，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

法轮功持续二十年的迫害。1999

年，江泽民为了维持极权统治，操

纵国家机器，指挥各个系统，把大

量法轮功学员关押在学习班、看守

所、劳教队、监狱，使用各种文明

人类匪夷所思的酷刑摧残法轮功修

炼者，试图让他们放弃信仰，试图

一举摧毁法轮功。 

然而，法轮功不仅没有被消灭，

反而越来越强大。面对中共铺天盖

地的残酷迫害，海内外法轮功学员

秉持和平理性、坚持不懈的讲清真

相、反迫害历程，引领着世人的觉

醒与支持。如今，法轮功已经传播

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著作《转

法轮》被翻译成 39 种文字，身心受

益者不计其数，成为遍布全世界的

信仰群体。特别是北美、欧洲、亚

洲、澳洲等地的各级政府、议会、 

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团体，都高度赞

扬法轮功在提升道德、净化人心与

强身健体、福国利民方面的卓越成

果。迄今，国际社会颁与法轮功的

各类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已经超

过三千六百项。这些来自各国政府

的褒奖与支持、以及各民族的欢迎

与喜爱，体现了世人了解真相后的

良知善念，更戳破了中共种种诬陷

抹黑的弥天谎言，彰显了“真、善、

忍”普世价值已深植人心。 

  许多到海外旅游或翻墙出来的

人，当看到法轮功弘传的盛况，得

知天安门自焚案等负面宣传，都是

江泽民集团为构陷法轮功而炮制的

骗局时，无不感到震惊；没想到为

迫害人民它竟然撒那么大的谎，手

段那么残忍，使人更深刻认识到这

个党的邪恶本质。近几年中国各地

纷传民众联名营救法轮功乡亲，多

地检察院退卷或让法轮功学员无罪

获释等，都是人们面对中共暴政，

挺身保护善良的义举。相信正义终

将到来，拨云见日的那一天已不远。 

推崇真善忍 声援反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