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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一个月供一二十个肝、四五十个肾没有问题 

调查员提出，医院还是想第一批做一个肝，两个肾。 

王某连声“嗯嗯嗯嗯，可以可以”。 

 

调查员核实供体数量，说从医院的技术力量和实力看，一个月做一二十个肝，

四五十个肾，没有问题。这你可以保证，对吧？ 

王某答：“保证，百分之百能保证。这个你放心。” 

 

2，运作程序 

调查员和王某核对下一步的实施方案：院方确定了准备接受移植的病人后，把

他的病史、检查结果发给王，同时把王的电话号码告诉病人。病人和王联系上

之后，就算王跟院方正式建立了联系。 

 

王某提醒：“你们跟他讲的是我这边有这个东西，对吧？” 

 

王某说要多少供体都没问题，现在赶紧联系患者，让患者直接联系他。 “先把

患者这块儿叫过来，我会带着患者一起过去，好吧，连供体。” 

 

王某要求给他推荐条件好的病人，一是身体状况，二是家庭经济条件好，“这样

的话呢，我们都不费力。知道吧，都好谈。然后呢，这个成功率也很高” 。 

 

3，在其它医院做，会多少要给你们加一点利润 

谈到钱，王某说，我跟您交个底，正常的话，在其它医院做的话，会多少要给

你们加一点利润，就是给主要做这个事情的医生，或者是主任，加一点利润，

大概基本上就是 5万块钱左右，这个你们自己看，你们要是收呢，那我们就给

你加出来。 

 

调查员问，北京朝阳医院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武警总医院也是这样吗？王某

说：“对对。” 调查员表示“也搞一致”。王说：“那我就给你加出 5万块钱来，

然后你们自己去分配。好吧？” 

 

4，体检在武警（北京武警总医院），做手术去朝阳（北京朝阳医院），这样它是

分开的 

问医院移植科这边该怎么配合？王某说，先从检查这一块说。我们“基本上都

在武警查”，实名制的去查。 

朝阳医院就看你（病人）的这个检查结果，之后，病人再来朝阳再查一 次，但

是供体他是不查的。供体他只是看一看结果，觉得没问题就可以了。 



 

5，医院做我们这个单子时，是用做过的指标顶替的 

调查员问供体、受体完成配型后，手续怎么做？ 

 

王某说，做手续这是很关键的。朝阳医院每年有一个指标，是卫生部给的或者

是他医院里给的。所谓的指标，就是他医院里边按正常合法的手续做的。比如

说他做的王某某，这是按正常手续做的，供体是脑死亡啊，捐献啊。做完这个

病人之后，他就再做（我们这个单子），我们再做的时候，就是冒名顶替，就用

王某某的这个指标，来做其他人。“合法手 续做的之后呢，那他再做别人，做

我们这个单子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正常手续做的人的名，知道吧，来做这个手

术。” 

 

6，一个移植指标能做到十几个，做到十几台手术。 

一个病人指标，“他能做到十几个，做到十几台手术。”王某说。 

 

7，朝阳的假手续，主任自己去弄，自己刻章 

用黑器官做的违法移植，怎么做出合法手续？王说，“他们都是自己做，主任自

己去弄，什么刻……自己刻章啊什么之类的，知道吧。” 

 

王某叮嘱医生：“你们要考虑一下，手续这块你们要做好，因为这些东西我知道

是要报到卫生部的，你不可能报那么多，这块你们自己要考虑。” 

 

8，朝阳现在是张小东，还有另外一个主任在做 

王某说，现在朝阳是两个主任做，张小东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主任，  

听调查员医生提到王玮等人的名字，他说，他们都在做。他们是两拨，胡晓鹏

他们都是跟着张小东做。 

 

9、在朝阳，我们外边的一个月能做个二十多例 

王某承认，给朝阳医院提供器官的不只他这一个渠道，“光我知道的就四个、四

个人。” 

 

调查员：对，四个人你看这，那不就 80多例了。就一个月上百了。 

 

10，他没上报那么多，人太多了！不合常理了 

说到朝阳医院的实际移植量，王某说医院不上报，他上报没那么多，有很多都

是，“像我跟你说的报不上去，你知道吧，人太多了！有点、有点、有点不合常

理了！” 

 

11，全国各地都有，你需要的时候，他就到了 

问这些供体来源都在北京吗？王某说“我们在全国各地，你知道吗，哪都有,你

需要的时候，他就到了。”在全国各地哪都有。主要在北京和郑州这两个地方，

这是比较主要的地方，广东那边也做，广西 303也熟。 

 

12，连路上算上也就一周之内，肝肾都是这样 



双方说好了，马上要到的中国新年前合作第一批。王某说，肾移植应该很快，

一周之内就都搞定了。问他，肝肾等待时间都是这样吗？他说：“对，肝肾都是

这样。”“连路上算上也就一周之内，这个很快！” 

 

13，你要说法轮功这块儿呢，确实有 

问有法轮功的吗？他说，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吧，你要说法轮功这块儿呢，确

实有。 

嗯。咱们这个现在是这样的啊，你就得连社会上的都得做，知道吗，咱们只是

以这个名义来做这个事。 

 

13，调查员：因为这谁都不敢以这个方式来解决解决这问题， 

所以你看周永康这些人都倒了，但他也没说把他做法轮功（学员）的事情说出

来，就是因为这个不敢动这个事，要动了共产党整个完蛋，啊，… 你说对不

对？ …对的吧？你讲讲。 

王某：对。是这样的，有问题，我会找人出来担的啊。 

 

14，调查员：至于这个，这些人的性质，咱们刚才已经说定了，哎，你是说

啥，我们就说是啥，哎，咱们跟着你说。但是至少根本的我们知道是法轮功学

员的，啊，这就行了。 

王某：好好。嗯。 

 

15，在没做手术之前，你们不能见我这边医院的人 

听对方要来北京访问朝阳医院和武警医院，王马上回绝了，他说，现在不行，

这边的医院，在没做手术之前，你们是来不了的，不能以我这个渠道来。“等做

完手术之后呢，那大家是一家人，都是一起的，这个可以，都没问题。 ” 

 

16，郑树森他头些年可没少做！他肝移植做的很多 

说到几家移植大户，王提到郑树森，说：“他头些年可没少做呢，知道吗，肝移

植。他肝移植做的很多。他是从零六年零七年就开始了，就一直做了。” 

 

调查录音 

 

调查员：哎，王某你好。 

王某：哎，你好，你好。 

 

调查员：哎，对，啊这样，我回去跟我们二个医院的负责这方面的主要领导和

科主任商量了一下，他们很感兴趣，很愿意做。所以咱们今天要谈一些比较实

质的啊，就是他们提出这么，有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他们还是想第

一批呢，做一个肝，两个肾。因为这个你要光做肾呢，这二院做，一院就没做

的。 

王某：嗯嗯嗯嗯。 

 



调查员：你觉得怎么样？ 

王某：可以可以。 

 

调查员：好，行，这是一开始咱们先少做一点，以后呢，从现在的技术力量和

我们的实力看，一个月做一二十个肝，四五十个肾，是没有问题的。咱们逐步

开始。这样可以，对吧？ 

王某：这个这样，这个可以。 

 

调查员：好，你可以保证，对吧？ 

王某：保证，百分之百的保证。这个你放心。 

 

调查员：嗯，还有呢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咱们现在给你啊，这商量好

了，病号确定好了，我们给你呢，把他的病史，就检查的结果给你发过来，同

时呢，叫病号就按照你的那个个方法，就是叫病人呢，我们把你的电话号码告

诉病人，叫病人去跟你联系。 

王某：嗯。 

 

调查员：对吧？但是资料是从我们这走，资料我们也给病人一些，病人也可以

给你，但是不详细的，他因为这些资料也不能给病人给太多，但是病人他把你

联系上了以后，你就跟我们就正式联系了。对不？ 

王某： 嗯嗯，对。 

 

调查员：是这个程序对不对？ 

王某：嗯嗯，对。但是你们要跟病人讲是怎么讲的呢，你们跟他讲的是我这边

有这个东西，对吧？ 

 

调查员：我们就说呀，据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渠道是有希望能够联系到，你

们去试试看，啊。 

王某：嗯，嗯，那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钱这一块儿的问题，那我

们是直接跟他报我们这块儿的利润呢？还是把你们那个利润都加出来？ 

 

调查员：啊，那这样，那就分开，你跟他就是器官的这个交道，我们是给他治

疗。我们给他做手术可以，但是没有器官我们做不了。他联系来器官了我们就

给他做。至于器官多少钱，是他自己找，我们说的就是，你免费义务捐赠啊，

公民捐献，这个免费的，这个器官是不收钱的。 

王某：嗯嗯嗯。 

 

调查员：可不可以？ 

王某：也就是说，那也就是说，你们这个院方这块儿就是只管手术，正常做手

术，然后他在医院里边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剩下的我们这块儿呢，就做我

们这块的，我们跟他之间的事，就是不要把你们利润，不用带你们的利润，是

吧？ 

 

调查员：对，不带。我们在，我们跟他就直接交道了，你跟他直接交道，经济



方面你直接该给他多少多少，就完了。 

王某：嗯。 

 

调查员：他该给你给多少，你就找他要就行了。他也不需要跟我们说，对不

对？ 

王某：可以，可以可以。这样的啊，因为咱们，我这个跟您接触……，正常的

话，在其它医院做的话呢，可以多少要给你们加一点利润，知道吗，就给这个

主要做这个事情的这个医生，或者是主任，啊，加一点利润，大概基本上就是

5万块钱左右，这个你们自己看，你们要是收呢，那我们就给你加出来，你要

是不收呢，那就算了。你们自己看。 

 

调查员：哦，啊，那个朝阳和那个第一中心医院，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也是这样

吗？ 

王某：对对。  

 

调查员：包括武警总医院也是这样，是吧？ 

王某：对对对。 

 

调查员：那我们就这样，咱们同行呢，也搞一致。他们加利润，我们这边也加

利润，因为你说的也有道理，其他人不需要，就主要是什么呢，这个手术室取

供体的，那几个医生和护士，在手术室的人，这几个人需要，别的人不需要，

别的人就医院我们正常分成。 

王某：那我就给你，我就给你加出 5万块钱来，然后你们自己去分配，好吧？  

 

调查员：对，5万，呵呵。Ok。5万咱们先做着看啊。因为有些这个… 

王某：对对对，先做，现在其实前期是这样，我觉得你要给我们推荐那种条件

比较好的，一个是病人条件好，然后第二个是家庭经济条件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都不费力。知道吧，都好谈。然后呢，这个成功率也很高，这样我们开头

开的就很好。 

 

调查员：你放心好了，这个身体这方面医生知道把关，哪个成功率高，咱们就

先做哪个，哎，咱就这样。 

王某：对对对。 

 

调查员：当然这个呢，就是就你说这个配合问题呀，哎，那个就是说，还有就

是你像朝阳他们现在，就你刚才说的这个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啊，朝阳医院呢，

哎，这个、这个武警总院啊，他们这个科室配合啊，就是这个资料，科室配合

他们怎么配合？你比如说，现在有个人做了，他主任，主任告诉那个病人说，

去找供体，那供体找到以后…… 

 

王某：嗯。 

 

调查员：这个、这个供体的资料啊，这些怎么、怎么个弄法？这检查啊，这一

套，你能不能说一下？ 



王某：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我们正常就是从检查这一块儿，先说检查这一块

儿吧，我们基本上大概都在武警查。 

 

调查员：嗯，在武警总院是吧？ 

王某：……自己实名，实名制的去查。 

 

调查员：嗯。 

王某：做手术呢，就是去朝阳做，这样他是分开的嘛，朝阳就是看你的这个检

查结果，看完了之后呢，病人呢，再来朝阳再查一次，但是供体他是不查的。

（调查员：嗯）知道吧，供体他只是看一看结果。 

 

调查员：嗯。 

王某：就可以啦。觉得没问题就可以了。那他的手续是怎么做的呢？这是很关

键的，他的手续是：朝阳每一年呢，他都是有一个，有一个指标的，知道吗？ 

 

调查员：哦，对。 

王某：每年都有指标的，我不知道你们医院有没有啊。他这个指标呢，在指标

之内呢，他做的病人呢，比如说他做的王某某，他是按正常手续做的。 

 

调查员：对。 

王某：呃，脑死亡啊，或者是捐献啊这种，做完这个病人之后呢，他就是再做

（我们的），我们再做的时候呢，就是冒名顶替（调查员：对），就用这个王某

某的这个指标，来做其他人。 

 

调查员：嗯，对。那他那个指标是哪里给他的啊？ 

王某：他的指标就是卫生部的、卫生部的指标。 

 

调查员：啊，ok。 

王某：或者说他医院里边，他所谓的指标，就是他医院里边正常的手续做的，

知道吧，就是正常的合法的手续做的，合法手续做的之后呢，那他再做别人，

做我们这个单子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正常手续做的人的名，知道吧，来做这个

手术。 

 

调查员：嗯，那就是他正常有那么几个指标，这个指标就已经有名有姓了，然

后，其实呢，并不是做那个人，而是用你的这个供体，把这个名字换上去。 

王某：对对。对对。 

 

调查员：哎，那就这个正常指标以外，他还有没有做的？ 

王某：他是这样的，他一个人，他可以最多的，他能做到十几个，做到十几台

手术。 

 

调查员：那、那他… 

王某：他利用这一个人的名，他就做十几台手术，知道吗。 

 



调查员：噢，这就是指标，这个就有名有姓的这一个人的名，可以替换着做十

几个人，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王某：对对对对对。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每年公布的一万多例移植例数，只是实际数量的几分之

一，至十几分之一。） 

 

调查员：他现在… 

王某：相关的一些手续呢，就是他自己去做，他们都是自己做，主任自己去

弄，什么刻……自己刻章啊什么之类的，知道吧。 

 

调查员：噢，噢，对。那这个他们现在做的一共有几个人做啊？主任是哪个主

任现在是？ 

王某：现在他们是二个主任，那个，叫张小东，张小东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主

任，罗呀，姓罗呀还是姓什么？哦，都挺出名的。这两个主任，他们俩，嗯。 

 

调查员：噢噢，你说的是张小东，是吧？ 

王某：对。 

 

调查员：哎，那个谁，管东陵啊，胡晓鵬啊，这些，王伟啊，这些有没做现

在？也在做吧？ 

王某：王伟他们，他们都在做，但他们都是跟，他们是两拨，知道吧，胡晓鹏

他们都是跟那个谁，跟着张小东做。 

 

调查员：嗯，噢噢，还有什么郎刃啊，什么陈大志啊，这些都做得多啊，我记

得是。 

王某：哎，对，他们也都在做。 

 

调查员：噢，那就是… 

王某：你对这个很了解啊。真很了解。 

 

调查员：同行业，你像这个，朝阳医院啊，第一中心医院啊，还有这个这个浙

江，浙大一院的这个什么郑树森，他不是跟他老婆两个建了个医院叫树兰医院

吗，都清楚。嗯。 

王某：哎对，对对对。 

 

调查员：哎… 

王某：郑树森，他头些年可没少做呢，知道吗，肝移植。他肝移植做的很多。 

 

调查员：他这个前 13年、12年那几年，一年就做三千多例，三四千例。三千

多例。  

王某：他是，他是从零六年零七年就开始了。 

 

调查员：对呀。 



王某：零六年零七年就开始，一直做了，知道吧。 

 

调查员：是，一直做。你像 12年那一年，黄洁夫一个人都做了 500多例啊，

那、那很疯狂，就你说的那个很疯狂的那一年啊，像这个什么朝阳医院，这都

是从 2000年开始做了，实际上是。 

王某：对。 

 

调查员：对，那现在朝阳医院，那现在是，你像给你们一个人是 5个病床，那

一共，他一个月能做多少现在？ 

王某：一个月能做个，我们外边的能做个 20多例差不多。 

 

调查员：二三十例啊，对，那实际上只是你这一个渠道二三十例，他其实不只

你这一个渠道，还有别的渠道。 

王某：啊，好几个呢，我们好几个人呢，知道吧。 

 

调查员：对呀。 

王某：我们，光我知道的就四个、四个人，光我知道的。 

 

调查员：对，四个人你看这，那不就 80多例了。就一个月上百了。我知道他

是，他那里一年都是二三千，二三千这个样子。哎，尤其是从 2003年开始。 

王某：不上报，他上报没那么多，知道吧。有很多都是，像我跟你说的报不上

去，你知道吧，人太多了！有点、有点、有点不合常理了！你知道吧。 

 

调查员：你们，那这些来源都是在北京吗？还是在哪里呀？人在哪里？就在北

京对不对？ 

王某：我们在全国各地，你知道吗，哪都有，你需要的时候，他就到了。 

 

调查员：哦，对。那你们业务现在就是刚刚说的，像郑州啊，广州啊，上海

呀，哎，这个你们都有，对不对？ 

王某：对，都有。 

 

调查员：行，我们这里做开了以后…… 

王某：主要，主要是在北京，你知道吗？主要北京和郑州这两个地方，就是比

较主要的地方，广东那边也做，知道吗，很少，广东那边做的很少。 

 

调查员：但是那个什么，广西做的多，对不对，广西多。 

王某：广西 303，嗯，也熟。可能你说这个，你说这个，法轮功这个事，我今

天跟我那个圈里的哥们还聊这个事呢，他说这个不太清楚，不太清楚，呵呵。 

 

调查员：我给你讲，其实都是做的是法轮功学员，只不过不说就是了，官方是

鼓励做的，但是公开不敢说，公开就是用的，我跟你说啊，零六年用的死囚

犯，死囚犯冲了一下，一零年以后到一五年 1月 1号开始，用公民捐献，还有

就是黑市，就是你们这个，地下，用地下方式，其实都是同一拨人，啊，你说

到这儿了，你说对不对？你是很清楚的。但是呢，当然你们那些人，肯定他也



都是，不敢说，对不对，不好说，是不是？ 

王某：哈哈哈哈哈。 

 

调查员：嗯，我跟我们这边的人商量了一下，他们是这样想的，给病人其他的

外围的人，医生护士病房的人，就按照你那一套操作程序去做，就是告诉病人

去找供体，我们做的供体是病人找来的捐献器官，就这样叫，这个呢比较安

全。但是手术室取器官的这些人，这个医生护士，还有这个直接接触到供体的

这人，你就得说实话。 

王某：嗯。 

 

调查员：因为这个一接触到人，他就清楚了，对不对？ 

王某：嗯。 

 

调查员：你哄他，你就哄不了。可是他一接触人，知道，噢，是这种人，他又

觉得你看你在骗他呢！你这不好办。  
 
王某：对。 

 

调查员：你做法轮功(学员)，这手术室的这个人，取器官的医生护士，他有政

策的力量在那儿支撑持着，他知道，做这么多年没事，对吧，组织上肯定的，

党组织肯定的，党委书记肯定的，他敢做，你要说别的他不敢办了。你这个事

情还不好配合。因为他那个人拉进来，一取器官…… 

王某：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就是一句话的事，知道吧，这个东西就是

一句话的事，他也，他也没有任何、任何的这个证明，他是法轮功（学员），还

不是法轮功（学员），对不对？ 

 

调查员：对。但是他可以说啊。他一说人家不就知道了吗？对吧。你那个人他

是活的。他能说话，哎，他不就知道了吗？而且，其实做了这么多年，他一

来，他就这些具体做的人，啥不清楚啊？你不，都不是傻子，对不对。 

王某：哎（长叹一声）！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吧，咱们这个就是，你要说法轮功

这块儿呢，确实有。 

 

调查员：你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只是说，跟你，咱们把事情搞清楚，做还是照

常做。 
王某：嗯。咱们这个现在是这样的啊，你就得连社会上的都得做，知道吗，咱

们只是以这个名义来做这个事。 

 

调查员：嗯，那行，可以呀。你就是，法轮功（学员）的有多少做多少，就完

了，哎，就这样。 
王某：嗯嗯嗯嗯。 

 

 

调查员：好，但是呢，我们一上手，我们就知道是什么，呵，对不对？ 

王某：对。 



 

调查员：这个、这个你还不明白吗？你那个人，你不管你说是什么人，我们只

要手术一取器官，就知道这什么人。这个没啥问题，那就是法轮功（学员），说

穿了，就是这样的。只不过你现在还不敢直接说全部都是，啊，少量的是，那

可以。你这样说法我们也不管，但是咱们心照不宣，啊。你说对不对？我说，

我说对的，对的吧？你讲讲。 

王某：对。是这样的，有问题，我会找人出来担的啊。 

 

调查员：好。 

王某：这个其实都、都不是太大问题。 

 

调查员：我知道，你做这件事情，肯定是也有来路，也不会什么简简单单的，

哎，这都是政策性的东西，从上边到下边在做。 

王某：对，事是这么回事。那我们就是说，今天是 9号，今天是 9号，你如果

是到下个月的话，马上就过年了吗？ 

 

调查员：对呀。 

王某：是不是？ 

 

调查员：今年 15号是大年三十，对不对？ 

王某：嗯，对。 

 

调查员：2月 15号大年三十嘛，你反正是在，年前 10天以前，把这些都做

好，啊，就是…… 

王某：嗯，这个肾这个，应该快，肾这个应该很快，我觉得是这样的，你最好

是赶到，就这几天你就赶紧整理出来，你就让他找我，我领他去做检查，或者

去你们医院检查也可以。 

 

调查员：对。 

王某：或者在北京这边检查也可以，查完了之后直接就带过去，很快的，就这

几天的事就是，啊。 

 

调查员：行，就是说现在我病人确定了，给你病人的资料，你几天能准备好？

就在你那边检查，咱也不要搞那么复杂。你这边检查，把资料给我们就行了。 

王某：好的。 

 

调查员：大概多少天？ 

王某：在我这边检查的话，一周之内一定搞清楚。 

 

调查员：一周，就是我给你病例，病人资料以后一周之内，你可以提供供体过

来，人过来，就好了。对不对？ 

王某：嗯。 

 

调查员：好，一周，好。那行。 



王某：对。 

 

调查员：哦，这是肝肾都是这样吗？ 

王某：对，肝肾都是这样。 

 

调查员：那行，好，这是一个问题啊。行，那这就是，就是说等待时间，啊，

也就是一周，啊。连路上算上，最多就是十天之内，啊。 

王某：连路上算上也就一周之内，这个很快。 

 

调查员：好，那行，那咱们就痛快，啊，我要多少，做多少，你可以供，保证

多少，对不对？ 

王某：对对对对。 

 

调查员：好，我就要你这个话，咱们就这樣干，哎，包括肝移植，一个月做个

二三十例，三四十例，他都可能，都可以做的，啊，肾移植那就更多了，肾移

植…… 

王某：你们要考虑一下，手续这块你们要做好的，你知道吗？因为這些东西我

知道是要报到卫生部的，你知道吗，你不可能报那么多，这块你们自己要考

虑，这个医院。 

 

调查员：报上去，那我们当然就少报一点了，啊，也就是一个月一二例，二三

例啊，不超过 10例，就反正就是少量，我们做了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不大家

都知道嘛！ 

王某：嗯。 

 

调查员：我们也可以到你那儿来参观一下，我们还准备到朝阳啊，武警这里去

走访一下，看看他们的经验，哎，他们做的多，经验肯定多嘛。 

王某：这边的信，我跟您说吧，这边的、这边的医院，在没做手术之前，你是

来不了的。 

 

调查员：嗯，可以呀。 

王某：这不能以，你们可以过来看，他也不能以我这个渠道来，啊。 

 

调查员：噢，那当然。 

王某：等做完手术之后呢，那大家是一家人，都是一、都是一起的，这个可

以，都没问题。 

 

调查员：对，啊，那我理解。 
王某：我会去，但是那个。是这样的，你先把，先把患者，先把患者这块儿叫

过来，叫过来，我会带着、带着患者一起过去，好吧，连供体。 

 

调查员：嗯，可以，行，可以可以。你想想，你还有什问题？嗯，没什么问

题。 

王某：我这边没什么问题。 



 

调查员：好，那就这样啊。这就咱们确认，我们这个规模啊，肝 10到 20，肾

啊，40、50，以后啊，咱们不说春节前，春节前就是，一个肝，两个肾啊，当

然一个肾也行，就看你了，就一个肝，两个肾啊，咱们第一批做了，以后就是

那个规模，你一个星期之内（王某：对）保证这个东西到，哦，咱们就干。就

这样。啊，这个…… 

王某：可以可以。 

 

调查员：至于这个，这些人的性质，咱们刚才已经说定了，哎，你是说啥，我

们就说是啥，哎，咱们跟着你说，但是至少根本的我们知道这是法轮功学员

的，啊，这就行了。 

王某：好好。嗯。 
 

调查员：好，啊，还有，噢，哎，咱们说啊，你看你，啊，咱们，我知道，你

叫王先生啊，你跟我说你怎么称呼？咱们这个名字？三横一竖的王。 

王某：你就叫我小王就行。 

 

调查员：那你要是带着供体来的人，你得要告诉我们个名字啊。 

王某：啊，这个我会安排，好吧，这个我会安排。 

 

调查员：那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就是你说朝阳，还怎么？就属于朝阳的

一个，这个器官的这个联系的办公室？是不是啊？ 

王某：嗯，也可以，可以。 

 

调查员：好，那就是北京市朝阳医院器官协调办公室哈。 

王某：嗯，可以。 

 

调查员：好，那行，那就这样。啊，先这样。你一般跟你联系，是什么时候比

较方便？现在这个时间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对于你来讲。 

王某：差不多这样也刚刚好，因为我是这样的，我这个不太一定，有的时候，

手术忙的时候，就会、会接不到电话，这不一定，你最好是给我一个能回拨的

电话。  

 

调查员：对，我回头给你一个。 

王某：你打给我，我接不到，可以回给你。 

 

调查员：对，就是我一般我给你打，就大概晚上十点多，这个差不多吧，啊。 

王某：嗯，差不多，差不多。 

 

调查员：好，你这个一周之内，你星期几比较方便，一般来说，时间比较宽

裕，我也不要老搞你最忙的时候打，啊。 

王某：等这段时间还好，没什么事。 

 

调查员：行，那就这样。 



王某：患者，患者这块儿，你就赶紧联系患者就行了，你让患者直接联系我，

好不好？ 

 

调查员：行行行。啊，我就尽快的做，行，那行。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

啊。 
王某： 好好。 

 

调查员：好好，哦，好好。 

王某：好，说定了。 

 

调查员：啊，对对对，这个说定啦，我看还有个什么？我想想，就先说到这，

先说定啦，谢谢，好，再见。 

王某：好，好嘞。 

 

调查员：再见。 

王某：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