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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3月9日以来，追查国际针对中国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中共司法系统和军队、武警、
地方等医院器官移植部门进行了持续的调查，获取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

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是真实存在的。 

这些散在的证据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指向一个惊人的事实，即这些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

件，不是个别的、局部的偶然发生的民间谋财害命的杀人事件，而是由江泽民、周永康等中共最高当

局利用国家机器统一组织下的大规模的涉及全国范围的群体灭绝性大屠杀，是在官方的组织和保护下，

由司法系统和军队、武警、地方等医疗机构联合进行的系统犯罪。实施犯罪中，军队、武警医院和器

官移植中心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要场所。 

这些证据之间相互应证、互为补充。这种内在罗辑关系，体现出来的系统犯罪事实有助于人们了解整

个案情的邪恶性质和程度是超出人类的正常思维的。 

本组织获得证据可以证明，涉嫌参与犯罪的至少有23个省市自治区相关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北京、
天津、上海、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苏、浙 江、广州、广
西、福建、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等。 

这种骇人听闻的群体灭绝犯罪自2000年开始，至今仍在继续！这是人类社会绝对不能容忍的。追查国
际提请国际社会立即行动起来，制止并彻查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群体灭绝迫害！ 

现列举19个调查录音和部分调查报告的证据帮助人们认识中共罪恶性质。 

 

一、部分电话调查录音: 

从这些录音中，人们会听到： 

一名曾担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场持枪警卫的武警举证他目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全过程的证词； 

驻北京丰台的解放军307医院移植科肾源联系人陈强承认他们是官方、警方、监狱一条龙的运做法轮
功学员器官的交易，还可提供证明法轮功学员供体身份的材料； 

锦州法院刑庭警察明确表示可以提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但要看出价的条件； 

解放军锦州205医院移植科主任陈荣山强调法轮功学员的供体是从法院来的，而且再三保证不透露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密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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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天津的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医生、到上海、武汉、广西的医院器官移植科的医生，从北到南

跨越全国，都直言承认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供体，而且保证1-2周内可实施手术。上海复旦大学中
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的医生回答患者问：“有没有这种炼法轮功的这种提供的，…”回答：“我们这儿
的都是这种”； 

北京政法委李姓官员回答调查问：活摘法轮功器官的国家秘密“处级以上知道这个机密”； 

天津蓟县610办公室主任向追查国际的调查员承认：610是犯罪机构，“谷开来卖那个法轮功的人体器官
的”，谷开来非法售卖的人体模型，“她卖的不都是法轮功的。” 

最后还有，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亲口直接道出活摘器官的事情，“周永康具体管这个事，他知道。”等等。 

调查录音1、活摘现场持枪警卫证词[1] 

这是辽宁省锦州市的一名曾担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场的持枪警卫的证词，披露了几年前目击的一

起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 

事件回放。2002年，证人为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其中一
位30多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强暴、被强迫灌食，已经是伤痕累累。2002
年4月9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来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
大学毕业的军医，将该名学员转移到另一场所（注一），在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使用

任何麻药，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目击了活体摘取的全过程。 

部分谈话录音记录  

证：手术刀在胸脯，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血是喷溅出来的。 

问：你看到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证：女的，女的。 

问：年轻的么？ 

证：30多岁吧。 

问：你说一下她当时是怎么说的。 

证：当时，我们经历了就是，得有一个星期对她的审问，严刑拷打，身上已经有无数次伤疤，并且电

棍、电，她已经神智不清…神智不清，把她打的，已经就是，反正她又不吃东西，然后我们强行的给
她灌牛奶， 往她的胃里，她不喝就强行的给她灌。你知道那个，把她的鼻子捏上，于是维持着。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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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瘦了将近15斤， 经过体重。而这个时候不知道，可能是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反正是一个挺保密
的部门，派了两个，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还有一个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具

体反正一个是岁数大的，一个年轻的，在某、某，就是给她送精神病院的一个手术室，然后进行一套

东西。不打任何麻药，刀在胸脯上，他们这个手啊一点抖都不抖，要是我下手我一定抖了。别看我在

武警，我端过枪，我也进行过实弹演习。但是，我也见过很多死尸，但是看到他们，我真的佩服他们

这些军医，手一点也不抖，直接戴着口罩拉出来。当时我们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那个女人就

嗷..大叫一声，说法 轮大法好。 

证：说你杀了我一个人，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么，为了自己真正

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么？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

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把血管 …先摘的是心脏，还是再摘的肾。当心脏的血管剪
动一下，她就进行抽搐，非常可怕的，我给你学下声音，反正我也学不好，撕裂的撕裂的那样式的，

然后就啊 啊… … 就一直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证：当时，这个人身份是一个老师啊，是一个老师，在中学教书的老师，她的儿子今年可能12岁 了吧。
她的老公是个没什么能耐的一个，也是一个工人吧。在这之前，她受过的羞辱更大。我们的民警有不

少就是变态的那种，给她进行，用钳子、用窥视器，都是 不知道哪来的仪器，反正我都亲眼所见，我
当时没照照片就是遗憾，对她进行属于是猥亵，她长的有点姿色，比较漂亮，对她进行强暴…，太多
了。 

问：就是在你所待过的那个公安局里面你就亲眼看… 

证：当时我没在公安局里做，是在一个就是培训中心，就在一个宾馆的后院，包了十个房间，一个小

楼上，就是小别墅那快儿做的。 

问：黑监狱。 

证：差不多。 

问：你只有对他们逼供一次？还是很多次？ 

证：很多次。当时王立军，现在的重庆公安局长，下死命令“必须斩尽杀绝”。…… 

注一：在最初交谈中，证人为了不暴露自己，没有明确说出活摘器官的场所。在第二次交谈中，证人

明确说出活摘器官是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内进行。经核实，沈阳军区总医院15至17楼
均为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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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录音2、驻北京丰台的解放军307医院移植科肾源联系人陈强强调他们是官

方、警方、监狱一条龙的运做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交易，还可提供证明法轮功学员

供体身份的材料。[2]  
下面是追查国际的调查员对驻北京丰台的解放军307医院移植科肾源联系人陈强的部分调查录音。（问：

调查员，答：陈强） 

问：哎，你好，小陈啊 

答：你好 

问：你陈强吗 

答：是我，说 

问：哎，你好，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联系那个肾源的事情，现在怎么样？ 

答：啊，你不是说那个联系那个监狱的，或者是那个什么的吗？ 

问：对，或者是法轮功学员的嘛，对 

答：搞得，听说现在搞得特严，知道吗问：你原来搞是在哪个地方搞得吗？ 

答：嗯，是在那个西城 

问：西城，那你现在---，还有一个呢，你这个东西呢，你怎么确定他是法轮功学员？这一点你了解过
吗？ 

答：怎么确定法轮功学员，到时候---到时候我们这边头儿上边有人给你会给你出现资料，知道嘛，他
会出资料给你。这您放心，我们这边也是通着官，上边有上边的人，知道嘛，像这些资料都不用你说

我都拿给你，知道嘛 

问：那好，啊---，还有一个我还没完全弄清楚理解，就是说这些人呢，人家是在劳教所里或者是监狱
里关着，一般我知道是在派出所----- 

答：现在在劳教所的少了现在 

问：是吧，那现在在哪里关着一般？ 

答：现在都是监狱象那个，现在都是监狱，一般呢都是从北京来说都通往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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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我听人家讲，因为前几年是法轮功学员抓了以后呢他不报姓名，所以这种呢关了不少，关在地

下一些，一些又不是监狱又不是劳教所 

答：你说那事儿是03年那回事儿，你说那事儿我都明白，他那不报姓名那是从03年。象从现在开始这
法轮功不已经那个什么了嘛，你必须从那个03年的档案当中给你调，知道吧 

问：奥，03年那一阵是很多是吧 

答：那是啊，03年的法轮功档案里边多的是啊 

问：就是说你看啊，这前面这5万是没问题，我跟你说了啊，咱就是多给两万是为了叫你踏实，那么
以后你总共的花多少，你大概给我一个数，我再做起来嘛也比较踏实 

答：那这个这个东西，你就说，嗯----我也就是图关系给你找，具体那边要的钱，嗯---，也得---估计
也得20万，知道吗 

问：对 

答：法轮功---后来我又找那个那边我打电话，叫我老板，我老板给他打电话，他说那得从那里面调 

问：噢  

答：现在都已经发往那个外地监狱，那得从那儿调出来，调出来就是说把这个钱呢，这个钱一大多部

分给那边人，你知道吗 

问：对，你知道吧，他们这些呢前些年因为法轮功学员上访没报姓名的，他们偷偷关起来了，这些没

有登记，也没注册 

答：是，这里面，象这里面的也很正常，知道嘛，他---这就没---没留，我跟你说，他这里边没留下姓
名，他都留代号，明白吗 

问：对 

答：真实名字查不出来的话，他只能留代号，知道吗 

问：噢 

答：还有根据那个手印儿，个人的手印它根据那个来，知道吗，现在，现在事儿都这样，现在这社会，

谁没有点儿，谁没有点儿，不可能办到这事儿的，尤其是这种事儿，知道吗 

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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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种事儿我跟你说办完了，咱也不是说我跟你这儿说什么，嗯--具体有些什么人的名字细节我都
不能告诉你，知道吗 

问：对 

答：象我们那边上头，象那个派出所里面那些关系，我这不能跟你说，你说这种情况那我不能说随随

便便，随随便便那哪行啊，咱们这边都通着关系呢，既然我干这东西，那他一套一套部门那我全部都

有人，那没有人那哪能够办到啊 

问：对呀，我就是---- 

答：这东西它都一条龙的，你知道嘛 

问：对 

 

调查录音3、锦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厅警察说: “你那儿条件好了，我们估么还

能提供。”[3]  

下面是追查国际的调查员对中共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厅警察的部分调查录音。 

问：喂，请问是锦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厅吗？ 

答：对 

问：我只知道2001年开始，我们一直都是在跟法院哪看守所啊，就是拿那个年轻的健康的那种炼法轮
功的那种肾源供体，啊现在的话就 是少了 

答：嗯，嗯 

问：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个法院还能不能提供就是这样的供体？ 

答：那得看你们那儿条件，得跟领导商量，你那儿条件好了，我们估么还能提供 

问：是吧 

答：对，看你那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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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录音4、205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陈荣山承认移植供体来自在押的法轮功人员，

并经过了法院。[4]  

 

图: 陈荣山 锦州解放军205医院原泌尿外科主任 

下 面是追查国际调查员以王立军专案组的名义，对锦州解放军205医院原泌尿外科主任 陈荣山的部分
调查录音。 

陈荣山：喂？ 

调查员：喂，是205医院原秘尿外科主任陈荣山吗？ 

陈荣山：对，对，对，你哪里啊？ 

调查员：王立军跨部门专案组的， 

陈荣山：啊，啊，啊 

调查员：王立军曾经在锦州公安局的时候，办过一个叫现场心理研究中心的，这么一个机构，他们跟

205医院有一些合作的科学的研究课题，这方面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陈荣山：嗯， 

调查员：他有一个注射药物后器官移植课题组，他们的协作单位有205医院，这个事情请向我们介绍
一下。 

陈荣山：啊， 

调查员：就是说，具体们合作过吗？ 

陈荣山：合作的那当时还有中国医大啊，中国医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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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王立军跟我们提到过，你们这些移植供体里头有在押的法轮功人员，这个事情有没有啊？ 

陈荣山：那都是经过法院的， 

调查员：是经过法院的，是吧？ 

陈荣山：对，对， 

调查员：那就说，这些个在押的法轮功人员供体都是监狱、劳教系统提供的？。。。 

陈荣山：我说啊，我说，我说呀，这事你先别跟我说了啊，好吧？ 

调查员：因为我们现在是 

陈荣山：你要跟我说，通过我们医院政治处，好吧？ 

调查员：这个，我们已经是跟他们商量过了，才跟你说的 

陈荣山：不行，不行，你，政治处他们没跟我打过电话，我不能，不能，好吧？ 

调查员：他们， 这个 ，电话号码就是这样的， 

陈荣山：他们必须得给我打电话，好吧？ 

调查员：这个，我们已经跟他说过了， 

陈荣山：让我们政治处的人给我打电话， 

调查员：政治处的林主任我们已经跟他联系过了， 

陈荣山：不行啊，我们军队有纪律，有些事要说的话，你跟我们政治处的人讲，政治处的人给我打电

话，好吧？ 

调查员：他已经让我直接找你了，所以。。。 

 

调查录音5、陈荣山保证能保守摘取法轮功练习者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机密。

[4]  

下面是追查国际的调查员以沈阳军区联勤卫生部王佳副部长（原205医院院长）的秘书的身份对205医
院泌尿外科主任(现退休）陈荣山调查的部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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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山：喂？ 

调查员：喂，是205医院原秘尿外科主任陈荣山吗？ 

陈荣山：你哪里？ 

调查员：我是联勤卫生部王佳副部长的秘书，你们老院长有几句话让我转告您一下， 

陈荣山：啊，你说 

调查员：无论哪一级上级部门来调查关于摘取法轮功练习者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啊一定不能

透露任何机密，这个您能做到吗？ 

陈荣山：啊，能，能，能 

调查员：当时你们秘尿外科那些护士，他们了解这器官供体是来自于法轮功练习者吗？ 

陈荣山：你哪里？你？ 

调查员：咱们的老院长。。。 

陈荣山：不是，你，秘书，你姓啥？ 

调查员：我姓张，我叫张涛， 

陈荣山：你叫张涛啊？ 

调查员：啊，老院长特别让我叮嘱您啊 

陈荣山：知道了，知道了，嗯 

调查员：行，您要是有可能的话，跟他们-以前的你们科室的其它医务人员也说一下， 

陈荣山：说一下就行了，不要乱说就行了，啊。 

调查员：对，对，对， 

陈荣山：知道了，谢谢啊。 

调查员：行，那先这么着。 

陈荣山：哎，再见，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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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录音6、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宋主任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5]  

 

图: 宋文利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主任 

下面是追查国际的调查员对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主任宋文利调查的部分录音。 

问：请问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宋主任吗？ 

答：啊，您说吧 

问：-----他那个医生跟他讲这个肾源挺好的，他炼功，问炼什么功，炼法轮功，就是炼法轮功身体都
比较好嘛--- [被对方打断] 

答：那当然了，我们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也有这种所谓的叫都是有呼吸或者是有心跳的一些供体，我

们也会有，这个我们可能大概有今年到目前为止可能这样的有十几个这样的肾脏，… 

 

调查录音7、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医生说：“我们这儿的都是这种。”[6]  

下面是追查国际的调查员对中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调查的部分录音。 

问：你好！你是中山医院？ 

答：对！移植病房。 

问：是肝脏移植中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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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什么事？ 

问：我是要咨询一下 

答：等会儿， 

医生：喂，喂 

问：你是医生吗？能不能做移植手术吗？ 

医生：可以做的。 

问：要等多久呀？ 

医生：来了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做了。 

问：有没有这种炼法轮功的这种提供的，这种提供的说是很好… 

医生：我们这儿的都是这种 

问：噢，身体好都是炼法轮功的，就是新鲜嘛。几个小时之内？ 

医生：24小时之内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般控制在10个小时之内。 

问：你给我提供一下我可以找哪里去联系？ 

医生：这个是跟法院部门联系 

问：你们找是在外地还是本地也有呢？ 

医生：这都有的。 

问：本地也有外地也有啊。 

医生：嗯。 

 

调查录音8、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戴医生说：“都是活的，都是活的。”[6]  

下面是追查国际的调查员对上海交大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肝脏移植中心调查的部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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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上海交大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我想知道肝脏移植中心，它的号码是多少？ 

接听人：转接中，请稍候＃＃请讲。 

…… 

大夫：我给你讲，你这个肝移植是可以的。 

问：我就问啊等要等多久？ 

大夫：共体有啊，天天有哎。我们今天就在做。 

问：不是，你现在不是说要新鲜的，要活的人的… 

大夫：都是活的，都是活的。 

问：啊？ 

大夫：都是活的！我们的是最好的。 

问：那你们这儿做了多久了？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技术。 

医生：我们做了五、六年了，做这种手术五、六年了。 

问：那一个月能做多少？ 

医生：能做四、五百例。 

问：四、五百呀？ 

医生：对。 

问：一年能做四、五百呀？ 

医生：没有，我们今年过年才开始的。已经做了十几例二、三十例。每年都做一百多，一、两百个例。 

问：很多就是供给的人啊要健康，一定要健康的。 

大夫：你来了以后我会给你满足的。 

…… 

问：有一种啊就是炼功的那种，身体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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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有。我跟你一下子在电话上说不清楚噢。 

问：能找到这种我很快就会来。 

医生：可以的，来呀！ 

问：可以喔，我怎么找你，你贵姓，我就来找你。 

医生：我戴医生，戴帽的戴。 

 

调查录音9对广西民族医院肾移植科卢国平医生的调查记录[3]  

 

图: 卢国平医生 

卢国平医生介绍：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一个星期都要做七八台，他可以

做十几台的肾移植啦，他们每个月都有几十台，所以他们不愁器官呢。” 

此案中共也提供了相关证据——活摘器官不容否认。2008年加拿大中共使领馆向外界提供了由香

港卫视中文台制作电视片，以中共否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说法为基调，对某些“当事人”进

行采访。在电视片中，广西民族医院的医生卢国平承认了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接受电话调查的人

是自己。该录像被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发放，因此其真实性是由中国政府认可的。 

下面是追查国际的调查员对广西民族医院医生卢国平调查的部分录音。 

 

问 –调查员，答-卢国平 

问：哎，不是他们⋯⋯ 

答：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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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位大夫啊，我现在就是很信任你，我跟你也是，就是很相信你吧，就跟你讲一下，现在不是他

们都用的是法轮功的器官吗？ 

答：现在没有了，现在管的比较严。 

问：以前不是用的法轮功器官吗？ 

答：以前和现在不一样了。 

问：以前不是你们医院也用过，他不是给你们提供过嘛，我知道，因为你们广西民族医院是手术比较

好的。所以说呢，以前用过，现在怎么用不到了？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法轮功器官吗？如果能找到，

那么我就过来。能不能找到？ 

答：我告诉你，我们没法拿到器官。你要在我们广西因为拿器官就比较麻烦，如果你想快的话的，我

建议你上广州去，他们那儿器官很容易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找，他们在做肝移植的时候就顺

便就帮你拿肾了，所以他们拿器官是很容易的。所以好多地方没办法拿器官只能跟他们拿。 

问：哪个，广州哪个地方你跟我说一下。到时候你帮了我，我会谢谢你的。 

答：行。 

问：啊， 

答：哦，行，行。这样来，到时候我告诉你，到时候我把那边的那个医生的电话号码告诉你。 

问：是哪个医院？ 

答：我告诉你号好吧。你稍等半分钟，我把电话号码拿过来。 

问：谢谢。弄完我谢谢你啊。 

[等待时间] 

答：喂， 

问：嗯 

答：喂，喂 

问：嗯，嗯 

答：你先把这个医生的电话号码记下来。1360903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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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3825。 

答：38255 

问：哦，255.13609038255 

答：对对对。这是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问：就是广州的么？ 

答：啊，对对对。 

问：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啊。 

答：嗯。 

问：这个大夫叫什么？大夫叫什么？ 

答：缪医生。 

问：啊？ 

答：姓缪的。 

问：缪什么？ 

答：缪冰。 

问：缪哪个缪？就是“广”字头下来一个？ 

答：荒谬（缪）的缪。 

问：他是肝移植科的吗？ 

答：肾移植科的。因为肝移植和肾移植都是在同一幢楼的，他们都是一起的。 

问：哦，都是一起的。他怎么容易拿到呢？你们怎么拿不到呢？他怎么能容易拿到？ 

答：因为他牌子大嘛，因为他是以整个学校的名义跟司法系统接触嘛。 

问：那是不是用的也是那种法轮功的供体吧？ 

答：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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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对，对哦。是哦。 

答：他那个你也可以用亲属的肾也可以，用尸体的肾也可以。 

问：但是就说是，他说法轮功的供体比较健康、比较好。是不是他们用的也是这种？ 

答：对，对，对。一般都是选健康的来做的。 

问：我说是啊，是法轮功的供体比较健康，是不是选的这样的？ 

答：对，对，对。具体的你打电话跟他说，你说是民族医院的庐医生介绍的，他是我大学同学来的。 

问：噢，你是他的同学，你叫陆什么？我要跟他说一下。 

答：嗯，庐。 

问：鲁迅的鲁是吧？ 

答：不是。庐山的庐山。 

问：庐山的庐？庐什么？ 

答：庐国平，国家的国，邓小平的平。 

问：庐国平，庐国平大夫。 

答：你打电话说是我介绍的，他会帮你弄好。我跟他是同学来的。 

问：对，对，对。完了我再谢谢你。 

答：你就跟他联系吧。 

问：好的。他以前不是帮你，是不是也帮你找过很好的这种？ 

答：对，对，对。他那儿每个星期都好多台，因为他们做多了，他们路子熟。 

问：噢，路子熟。 

答；因为国内好多基本上医院都能够做，但为什么有些医院不能做，是因为拿不到器官。 

问：噢，就是他们能找到。他们应该到哪里去找呢？是本地找还是外地找呢？ 

答：他那个全国都有他们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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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哦全国都有他们的点。那么⋯⋯ 

答：他们是专门有一批人马专门在外面跑的。 

问：哦，是这样。那就是，现在就是他们找的也都是那种法轮功器官啊？那种很健康啊？ 

答：对，对，对。 

问：哦哦，是这样哦。那好。庐医生，你有没有手机？你给我个手机，我和你联系，如果以后有什么

事我可以找你，介绍病人我可以找你。 

答：嗯，来吧。 13607710447。 

问：0447。 

答：对。 

问：13607710447 

答：你找到他，他们那里都，基本上都是我的朋友。 

问：哦那边都是你的朋友。因为你知道我这个病人啊是我的亲人啊，是我的一个孩子，就是女儿，我

就说很关心啊。希望找健康的。你们医院不是也用那种法轮功供体吗？以前不是都用吗， 2001年，

这些年⋯⋯ 

答：用啊，主要是很难再拿得到⋯⋯ 

问：以前是不是很好找？ 

答：这个东西你要熟路子你才能找着，要不熟路子你要打通各种关节才能够拿，那你费用就比较大了，

因为它那是批发价了，知道吗？ 

问：它那批发价？比如说你们以前用的就是，是从哪里找？是看守所还是到监狱呢？ 

答：监狱里找的。 

问：监狱里啊，它那种都是健康的法轮功是吧？健康的法轮功？ 

答：对对对，肯定是选好的才能做嘛，因为这种东西做了要保证质量。 

问：那就是你们还要亲自挑选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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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对对。 

问：那你们医院做的多吗？ 

答：我们医院因为拿不到东西，所以这几年基本上不做了，因为他们那里专门有一个病房，专门做的，

因为他们做的多，熟，知道吗？所以质量就比较好。 

问：哦，质量比较好。唉，这种⋯⋯ 

答：因为我们做的少的，虽然也能做但是毕竟今年少。 

问：不是，2001年的时候是不是法轮功好找，这种供体好找。 

答：不是，现在都这样。你就跟他们联系就得了。 

问：就是他们那边现在就是说很好找，一去，只要说你介绍的就能找到是吧？ 

答：对对对对。 

问：你估计他能不能帮我找到法轮功供体？ 

答：你去那里肯定没问题。 

问：能找到？ 

答：我可以跟你说，他们那儿拿器官是轻而易举。 

问：哦，轻而易举？那现在⋯⋯ 

答：因为他们肝移植一个星期都要做七八台，他可以做十几台的肾移植啦，所以他们每个月都有几十

台，所以他们不愁器官呢。 

问：那你的同学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做的这些都是这种法轮功的，是不是啊？ 

答：有些是法轮功，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问：哦，那现在就是说，我想找这种给我的孩子找这种法轮功的，你估计他能帮我找到吗？ 

答：肯定能够找的到。 

问：能找到啊？就说你们医院以前做过象这种法轮功供体，你们做的多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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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做过，但是很难拿，我不是跟你说，这种东西不是每个医院都能拿得到的，因为这东西要关

系的问题，谁关系硬谁才得的，而且现在这种器官非常的奇缺，所以为什么有的医院拿，有的医院就

拿不到，就是那么回事啦。 

问：就是还要和法院联系，不是直接去找劳教所、看守所？ 

答：对对对，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医院能够左右的。 

问：那就是还要给他们送钱是吧？ 

答：对，还要贿赂贿赂才得啊，你能那么容易吗？ 

问：那种法轮功供体一般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答：一般就是男女都有，他会根据你的配型来选择。 

问：我知道。他年龄在多大呢？ 

答：一般都在三十岁左右啦， 

问：三十岁左右。那是都要，象你们都要到监狱去自己挑选是吧？ 

答：对对对，肯定挑选。 

问：那挑选如果他不让你抽血怎么办？ 

答：他肯定会让的。 

问：他怎么会让呢？ 

答：有法警的，你怕什么？这东西都用不着你们担心这个问题，他们会有操作。 

问：他知道会给他取器官移植，他会知道吗？ 

答：不知道啊。 

问：他不知道啊？就是不让他知道，知道他就不让抽了是吧？ 

答：对对对。 

问：那怎么说服让他，他说你抽血干什么？那你怎么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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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哎呀，这个他们会有办法，这个事不是你担心的问题。你能做的事情你就是住进去把费用交齐就

得了。其他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问：我怕他们找不到法轮功供体，我担心这点。 

答：那我告诉你，他们找不到基本上也没什么人找得到了。 

问：哦，就是说他们能找到这种法轮功供体啊？ 

答：对，对，如果他们找不到我不会推荐你去那里。 

问：哦是这样。那就说现在呐我就是把钱准备好我就准备去找他，我就说你介绍来的啊。 

答：行行行。好，我要上台做手术了。 

问：那有事我随时给你打电话啊。 

答：好好好。 

问：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帮了我的忙啊。好再见。 

 

调查录音10、广东军区总医院朱云松说：“可以，那你过来。”[5]  

 

图: 广东军区总医院朱云松主任 

下面是追查国际的调查员对广东军区总医院朱云松主任调查的部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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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问是广东军区总医院朱主任吧？ 

答：哎，我是 

问：我是北京304医院的，我有两个亲戚在304医院，肾源上现在不太够，2001，2002，2003年我们是
大量做--- 

答：对，对 

问：我们发现一个是年轻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法轮功犯人这个的肾源比较好，你们这边怎么样？，

这方面法轮功犯人的肾源--- 

答：我们法轮功很少 

问：还是有一些这样的？ 

答：B型不难，你要愿意过来的话，你过来我们可以很快，五月一号之前肯定可以安排 

问：五一之前有一批吗？ 

答：好几批 

问：五一之后还有没有？ 

答：五一之后可能要到五月二十几号了 

问：如果你这个期间的话，如果能得到法轮功这样的肾源，你还是跟我再打声招呼，好吧 

答：哦，可以，那你过来--- 

 

调查录音11、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生说：“应该还可以。”[6]  

下面是追查国际的调查员对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调查的部分录音。  

问：请问是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吧？ 

答：是 

……， 

问：你们这边法轮功犯人的肾源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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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该说应该还可以，要不您问一下陆总吧…，广州军区总医院， 

问：等一下…，广州军区， 

答：就是武汉总院，我们相互之间也会调剂的 

 

调查录音12、武汉同济，用炼法轮功的活体，这个行不行？答：可以呀。[6]  

下面是追查国际的调查员对湖北省武汉同济医院调查的部分录音。 

问：请问是武汉同济医院吗？ 

答：哎，对 

问：是泌尿外科吗，要做肾移植 

答：对对，肾移植， 是的 

问：你们大量做肾移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我们是最早的，很早就开始了 

问：一年能做几例？ 

答：我们医院是数量做的最多的一个医院，我们科在湖北地区做的是最多的，供体多就做的非常多。 

问：从患者来讲，希望肾源活体，找犯人的活体移植，比如用炼法轮功犯人的活体，这个行不行？ 

答：可以呀 

问：你们这边比如说监狱犯人，那个炼法轮功的这样的犯人活体能够有保证足够吗？ 

答：对呀，可以呀，你到时候可以直接过来具体谈。 

 

调查录音13、山东千佛山肝脏移植中心：“你过来就行。”[6]  

下面是追查国际的调查员对山东千佛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调查的部分录音。 

医院女士：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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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好，您是山东千佛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病房吗？ 

医院女士：是啊！ 

问：我想咨询一下… 

医院女士：你稍等啊，我给你找个大夫，啊， 

问：嗯 

医生：你好， 

问：我想咨询一下…你们是做了多少年啦，是不是也很… 

医生：我们是从零二年开始做的。 

问：2002年到现在 

医生：四年多了。 

问：提供这个肝的，一般保存多少时间就能够 

医生：规定12小时，我们还没有超过12小时的呢。我们这个都事先查好了的这个。 

问：提供这个肝的那个有一种说那种炼法轮功的那种，我就问一问有没有那种？ 

医生：唉，你过来就行。 

问：就是说有啊！ 

医生：您这样吧，您过来那个---嗯---反正四月份肯定会比较多的这样的供体，现在这供体逐渐多起来
了 

问：怎么四月份为什么会多起来？ 

医生：这个我没法跟你说，因为这牵扯到---不是说----这些就是没必要跟您解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
没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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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录音14、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说：“那个我分管这个工作。那个中央

实际抓这个事，影响很大吗。” “那个时候主要是常委会讨论啊⋯⋯”[7]  

 
图: 的身份与唐俊杰（自2000至 2011先后担任辽宁省政法委秘书长、省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追查国际调查员以“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成员”的身份与唐俊杰（自2000至 2011先后担任辽宁省政法委
秘书长、省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的对话。 

调查员：喂，是原辽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吧？ 

唐俊杰：你那位？ 

调查员：哦，我是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的。关于薄熙来在辽宁的一些事情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 

唐俊杰：我什么时候去？ 

调查员：你好。 

唐俊杰：我什么时候去？ 

调查员：我们先电话里了解一下，如果我们要有必要的话我们再给你发函，请你过来一下。 

唐俊杰：好，好。 

调查员：就是大概有几个问题吧。， 

唐俊杰：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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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头一个问题就是在摘取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移植手术这件事情上薄熙来做过什么相关指示

吗？ 

唐俊杰: 那个我分管这个工作。那个中央实际抓这个事，影响很大吗，联合以后。好像有他也是正面
的，好像还是正面的。那个时候主要是常委会讨论啊，好像还是正面的一些东西。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啊？你问这个问题我有一点……你在什么位置啊？ 

调查员：我是在北京，我是他们这个专案组。 

唐俊杰：那好，那我不回答你的问题了，得到你准确消息再回答你好吧？我见到你公函我再答复你。

我不好回答，尤其涉及到这方面问题，我不好再回答你，好吧！需不需要我过去，你正式打一个文字

的东西吧，你电话里谈这些事情我觉得很突然，我不太好答复。 

 

调查录音15、北京政法委李姓官员说：“处级以上知道这个机密。”[7]  

2008年9月16日—26日，在江苏省常州市江南春宾馆召开的中共全国政法会议期间，追查国际调查员
以“国家安全部官员”的身份与一位来自北京政法系统姓李的参加会议者的对话。 

调查员：是江南春宾馆吗？ 

宾馆接线员：啊，对。 

调查员：请给我接1219北京政法委的李同志。 

宾馆接线员：你在宾馆里边，是吧？ 

调查员：我没在宾馆里边，我在外边。 

宾馆接线员：啊，好的。 

李：哎， 

调查员：喂，是中央政法委的李同志吗？ 

李：你好。 

调查员：是吗？ 

李：您是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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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您是，您是李什么？ 

李：我姓李，对。 

调查员：我是国家安全部的，有点事情需要你协助我们一下。 

李：国家安全部的？ 

调查员：对， 

李：什么事啊？ 

调查员：就是有关一个泄密的案件，我们在调查啊。 

李：泄什么密啊？ 

调查员：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中央政法委有哪一级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一国家机密的。 

李：是什么事啊？ 

调查员：说的这是，活体摘除在押的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的这一国家机密，中央政法委有

哪一级工作人员知道这个机密呢？ 

李：应该是处级以上吧。 

调查员：因为我们的情报了解到，好象监听到有自称中央政法委的工作人员要跟外国情报机构出卖这

一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领导让我们秘密做一些调查。 

李：我明白。 

调查员：小范围的，不惊动许多人的情况下的调查。 

李：啊，那个，您这样吧，再打一个电话，然后找它那个办班的那个，有一姓刘的刘处，您找他，好

了。 

调查员：啊，他是。。。 

李：具体电话我也不太清楚。 

调查员：啊。 

李：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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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啊，他叫什么？ 

李：总机转过去吧，姓刘，刘处长。 

调查员：刘处长？ 

李：他一直在盯着这个班，一直在这个我们这个宾馆在组织这个事。 

调查员：啊。 

李：中央政法委“队建室” （中央政法委政法队伍建设指导室）的一主任姓魏（魏建荣），前两天一直
在这。 

调查员：啊， 

李：然后是他一直在现场盯，叫刘什么，我不太清楚。您就继续工作吧，往下进行就是了，祝您工作

顺利 

 

调查录音16、罗干秘书没有否认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只是强调不适合在

普通电话中谈论此事。[7]  

下面是追查国际的调查员对原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于秘书对话的部分录音。 

于秘书：喂， 

调查员：喂，你好，是政法委书记罗干的于秘书吗？ 

于秘书：你哪里？ 

调查员：噢，我是国家安全部第七局啊，我们有一个紧急的情况需要你们配合一下，我们调查一件泄

密事件，我们得到确切的情报，就是中央政法委的工作人员里有人要跟这个境外的情报部门联系出卖

有关国家机密情报。在政法委机构里头都有谁接触过就是对在押的法轮功人员活体摘除器官的国家机

密啊？有哪些部门，哪些人员接触过这个？ 

于秘书：这个，你是，你用的是普通电话，你这个。 

调查员：我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办案的现场，所以我们得缩小这个范围。我们必须得知道有谁接

触过这个机密，啊？ 

于秘书：你打电话，打到我这个地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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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啊， 

于秘书：我们在外地， 

调查员：啊， 

于秘书：一个是我们在外地，再一个电话打到我这个地方呢，我这一下也不能给你讲清楚。你是需要

我们怎么做，还是需要，你能不能有具体的什么东西啊？ 

调查员：啊，就是这个。 

于秘书：你能不能从我部里面给我打红机啊，了解这个情况，或者有什么正式的文，什么的？ 

调查员：但是，那就都得明天了，现在这个事情实在是紧急，如果要是等到明天， 

于秘书：红机啊（保密电话） 

调查员：啊？ 

于秘书：我这有红机，啊，你可以通过部里面给我打红机，啊， 

调查员：我知道，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在部里啊，我们是在监控现场，我们并没有在部里，如果我们找

到红机的话，还得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就得知道都有谁接触过对这些在押的法轮功人员摘

除他们器官的机密，你们政法委哪些人员，哪一级别的人接触过这个机密？ 

于秘书：你贵姓啊？ 

调查员：我姓丘。 

于秘书：丘？ 

于秘书：你告诉我你的电话行吗？ 

调查员：010xxxxxxxx 

于秘书：010xxxxxxxx 

于秘书：那行，好，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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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录音17、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魏建荣承认活摘器官：“这事已

经很早了。”[7]  

 

图: 魏建荣(中共中央政法委队伍建设指导室主任、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 

追查国际调查员以“国家安全部官员”的身份与魏建荣(中共中央政法委队伍建设指导室主任、原中共中
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的对话。 

调查员：是中央政法委的魏主任吗？ 

魏建荣: 你哪里？ 

调查员: 我还是国家安全部。……主要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主要是想了解一下 

魏建荣：这事已经很早了，我跟你讲我的判断啊， 

调查员：啊。。 

魏建荣：这个事关于你刚才说的这件事情，事情这很早了，现在来的这些人都不了解。第二，这个人

肯定不是我们这儿的人，这是肯定的，咱们单位的人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人，这是个基本的概念。要缩

小范围，怎么个弄法，那么你可能就要到单位来查一下原底子，现在谁说也说不清楚。 

调查员：就是这个活体摘除在押法轮功人员器官的事情是很早的事情吗？ 

魏建荣：对，对，对，很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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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录音18、天津蓟县610办公室主任向追查国际的调查员承认，谷开来非法售

卖的人体模型中，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的尸体。  

调查员：喂，你好，610吗？ 

610主任：啊？ 

调查员：610办公室吗？ 

610主任：是， 

调查员：知不知道。。。 

610主任：你是谁呀， 

调查员：知不知道你们是个犯罪机构啊？ 

610主任：我是，你是谁呀， 

调查员：这场迫害一但结束的话，你们怎么办，想过吗？看没看到谷开来今天的下场啊，她表面

上。。。 

610主任：谷开来卖那个法轮功的人体器官的， 

调查员：你说什么？ 

610主任：我说，你说谷开来呀，卖法轮功人体器官的， 

调查员：对呀，她在大连摘了两个尸体加工厂，她一具完整的尸体在国际上卖一百万美金，一个脏器

被摘除的尸体她卖八十万美金， 

610主任：噢， 

调查员：她是魔鬼， 

610主任：她卖的也不都是法轮功， 

调查员：这个你知道不都是法轮功，是吗？ 

610主任：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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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里面有一些是这个上访的那些藏族人和蒙古族人， 

610主任：算啦（挂断） 

 

调查录音19、李长春说：“周永康具体管这个事，他知道。”[7]  

 

图: 李长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追查国际调查员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办公室张主任"的身份与李长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对话。 

…… 

调查员：喂，是李长春同志吗？ 

李长春：啊，是啊， 

调查员：我是罗干办公室的张主任，我们罗干同志睡觉了，他有几句话让我转告您一下， 

李长春：啊， 

调查员：他们好像是说，我们得到消息说，想在您这个离开期间还有咱们贾庆林离开期间，用这个摘

取在押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给薄熙来他们定罪，这当时。 

李长春：你问周永康 

调查员：嗯，当时。 

李长春：周永康具体管这个事，他知道。好了，让我的秘书接着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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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录音20、追查国际调查员对现任大连副市长孙广田（2000-2003年任大连公

安局长）的调查： 
2012年9月18日，追查国际调查员以辽宁省委副书记夏德仁的秘书身份，对2000-2003年期间曾担任大

连公安局长的孙广田（现任大连副市长）进行调查取证，录音中涉及薄熙来及妻子贩卖法轮功学员尸

体 。 

 

孙广田：喂？ 

调查员：喂，是大连孙广田副市长吗？ 

孙广田：对啊， 

调查员：我是省委夏德仁副书记的秘书，夏书记有几句话让我转告您一下， 

孙广田：啊，你说， 

调查员：现在发生了好多事情，无论如何不能把薄熙来妻子谷开来贩卖法轮功习练者尸体这个事情透

露出去，如果有人来问的话， 

孙广田：你贵姓？ 

调查员：我姓王， 

孙广田：夏书记的秘书是姓王吗？ 

调查员：对，对，对，我是不久前刚调过来的 

孙广田：噢， 

调查员：这个您能做到吗？ 

孙广田：噢，你说吧， 

调查员：如果有其它的部门来问这件事情的话，一定不能透露出去这个事情， 

孙广田：嗯，你还有什么话说？ 

调查员：还有一个就是，夏书记还想让您转告当时在大连公安局相关的知情者也得注意不要把这个事

情透露出去， 

孙广田：你转告夏书记，请相信我会把这个事情落实清楚， 

调查员：行，好的，好的 

孙广田：好吧？ 

调查员：行，行，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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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部分调查报告  

1．关于中共军队、武警医院系统 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

告[8]  

追查国际的调查资料表明，中共军、警医院涉嫌系统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法轮功学员

的群体灭绝性迫害。中共军队的特殊地位和其自成系统的极权管 理，它们的参与使迫害更加残酷和隐
秘。此报告揭示了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
的灭绝政策的真实存在， 江利用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和武警)全面系统的对法轮功实施了群体灭绝政策。 

中共军队医院以“器官移植”为龙头，带动多学科发展的战略，通过器官移植赚取巨额资金，为军队

预算增加了经费，使军队医院的医疗设备和规模升级。 同时，也使参与的个人获利甚丰。这些极大的
刺激中共军队、武警医院系统参与活摘器官进行移植的犯罪行列。 

中国军队实施的器官移植数目不完全统计[2] 

器官移植数目 医院名称 
肾移植 肝移植 小计 

解放军总医院 (301医院) (截止2005年) >2000   
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 >2300 370 2670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1999年~2012年)  400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截止2004年) >1000   
沈阳军区总医院 (截止2005年) >1500   
济南军区总医院 (截止2009年) >1900   
南方医院(第一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截止2003年) >3000   
珠江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原第一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截止2011年2月) 

>3100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截止2012
年) 

>3000   

西南肝胆外科医院(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截止2009
年) 

 >900  

新桥医院(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截止2012年) >2100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截止2004年）  >1600  
锦州市解放军205医院（截止2006年）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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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第302医院（2005～2012年）  >400  
解放军第460医院（截止2000年） 800   

表1. 部分中国军队实施的器官移植数目 

2．“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涉嫌用法轮功学员做活人人体实验并活

摘器官的调查报告[9]  

本组织在复查证据的过程中，发现2003年5月至2008 年6月，时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兼任锦州
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涉嫌用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人人体实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

官。即对法轮功学员使用活体摘取器官和药物注射的方式屠杀并对其进行死亡过程的心理和药物毒理

等的 “研究”。 

2006年9月17日，王立军和他的“研究中心”因为两项科研成果有“突出成就”，其中一项是王立军
和其研究中心的“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 植研究”，被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授予“光华创新特
别贡献奖 ”并资助科研经费200万元。 

3．从中共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的数据看群体灭绝的残酷事实[10]  

自2006年3月起，不断有证人指控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焚尸灭迹，追查国际据此对中
国大陆器官移植手术资料追踪调查，调查的重点是2001年至2006年不到五年期间器官移植状况。调查
结果，截止2006年初，中国已实施各种器官移植的数量9万余例，其发展速度、数量、涉及的范围和
超短等待时间的配型施行手术⋯，均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确实存在一个无法用捐赠和死刑犯器官
解释的庞大的活体器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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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实施器官移植的数目于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时间）之后异常激

增。  

 
图1.  1977-2005年全国肝脏移植数量 

 
 中国大陆实施肝移植的医院数目 肝移植总数 

1979～1999（总计） 19 >100 
2006（一年） >500 5680 

2006.6.24～2007.6.24 >500 4231 
表1.  开始迫害法轮功的1999年成为中国大陆肝移植数目激增的分水岭 

举例：据新华网天津2005年年2月7日报道，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2005年头一个月就分
别成功实施了108例肝移植(按每周5个工作日计算，日均4至5台肝脏移植手术和43例肾移植手术 

 等待肾脏移植手术的平均时间 
中国 7天～1个月 
美国 3～7年 
表2. 2006年统计肾脏移植手术中美等待时间 

举例：北京海淀医院器官移植科的主刀大夫韩修武，在48小时内为同一病人完成了两次肾移植手术。
在患者出现意外的超急排斥反应导致第一次手术失败后，韩立即为患者找到了相应配型的新肾源，次

日对患者施行了第二次肾移植手术。 

分析：医学博士庞玉滨分析，中国现在的器官移植正存在着与世界其它国家截然不同的“反配型”状态，
一般国家的正向配型是病人等器官，一等好几年才能幸运的找到一个供体，而中国却是反向配型：器

官等病人，中国许多医院的官方网站明确提出：一般一周之内就能找到活的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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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每年为满足器官移植所需要的供体数目远远超出正常渠道所能提供的数目。  

非亲属器官捐赠的组织配型的匹配率大约6.5% (while from a non-living donor, the chance is about 6.5 
percent.)，因此，每年施行数千至上万的器官移植需要从十几万到几十万无血缘关系的人群中寻找组
织配型吻合者。中国亲属活体捐献仅0.5%；脑死亡供体总共只有9例；每年的死刑执行数，“根据大赦
国际的纪录，在1995年和1999年之间被处决的囚犯的平均数量是每年1680人。在2000年和2005年之间
是平均每年1616人。 

 
为满足目前器官移植量配型所需

要的人体总数/每年 
>100,000 

亲属捐献数目/每年 <30 
脑死亡供体数目/每年 <10 
被处决的囚犯/每年 <1700 
供体缺口/每年 >98,000 

表3. 中国大陆每年器官移植所需要的供体数目存在巨大缺口 

三、追查国际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证据分析图  

（参见下页）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