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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的宗旨：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一位军医 10 年调查大陆活摘人体器官的真相 

——纪录片《活摘—十年调查》 

“我是一名医生，我用了 30 年

的时间在研究怎样帮助他人摆脱疾

病的痛苦，我再也没有想到会用十年

的时间来调查、研究医生是怎么去杀

人的……” 

毕业于中国第四军医大学航空

医学系，曾任航空军医主任，长期从

事航空医学保障的汪志远在《活摘

——十年调查》纪录片的开头这样讲

诉自己的经历。 

汪志远曾经担任过《航空军医》

杂志编委，文革之后第一届中共全军

军事医学委员会委员，1995 年来到

美国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心血

管研究中心从事心血管方面的研究。 

2006 年 3 月 9 日，一条新闻改

变了汪志远的生活轨迹，美国的大纪

元报纸和新唐人电视台报导了两名

来自中国大陆的证人分别指证在中

国的苏家屯有一个关押几千法轮功

学员的集中营，那里的医生活摘法轮

功学员的器官。 

这条消息让汪志远极为震惊，开

始不太相信这个消息的他，萌生了要

去调查事件真实情况的想法…… 

《活摘——十年调查》这部纪录

片向人们展示了汪志远和海外追查

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员们十年调

查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结果。 

该片 95%的内容来自对中国大

陆的调查，对象包括中国医生、中共

媒体报导、中国医院官网报导；中共

法院、政法委、“610”（中共迫害

法轮功的非法专职机构），以及中共

原国防部长、5名政治局常委。该纪

录片呈现了大量确凿的证据论证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不是民间行为，而

是国家犯罪，是江泽民亲自下令，政

法委分管，军队、司法系统执行的犯

罪行为。◇ 

———————— 

突破网络封锁，观看纪录片《活摘-

十年调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

s84avaf0l4&feature=youtu.be 

 

 

■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先生。 

在中欧第 35 次人权对话前夕，

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米歇

尔·布朗德先生和国会议员马丁·帕

策尔先生，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

特邀德国法轮大法协会、追查迫害法

轮功国际组织、德国国际人权协会以

及劳改基金会的代表座谈，详细了解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在

中国发生的大规模活体强行摘取法

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的情况。 

人权委员会主席布朗德先生表

德国国会人权委员会关注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的罪行  

示，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

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

斯和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联合撰写

的活摘器官更新版调查报告揭露了

一个令人发指的罪行，中国器官移植

业背后还有太多人不知道的血腥。 

国会议员帕策尔先生表示：德国

应制止去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

他还说：“法轮功学员拥有自由的精

神，共产党知道自己控制不了一个有

信仰的群体，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威，

才会去迫害这样一大批好人。这个世

界上只有极权政府才这样害怕精神

自由的人。” 

德国国际人权协会成员吴曼扬

和胡伯特﹒科尔普表示，在过去十年

里，美国国会、欧洲议会通过了谴责

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和议案，今年 9

月欧洲议会又通过一项书面声明，督

促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执行

2013 年的决议，并敦促欧盟各国公

开谴责中共这一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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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本顺，男，1953 年 2 月生，

湖南溆浦人，原任河北省委书记兼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1999年 7月 20日，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悍然发动对法轮

功的残酷镇压，周本顺因积极执行江

泽民的迫害政策，仕途一路蹿升。

2000 年 11 月，周本顺从湖南省邵阳

市委书记一职提升为湖南省公安厅

厅长兼党委书记，1 年后，又兼任湖

南省委常委和政法委书记。2003 年

11 月，周本顺升任中央政法委副秘

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至 2007 年周

永康上台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后，周

本顺又迅速升为中央政法委秘书长

兼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

主任。2013 年 3 月，周本顺出任河

北省委书记，1 年后又兼任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周本顺在官场上节节攀

升，皆是因其心黑手辣，对法轮功镇

压不遗余力。 

2002 年 10 月 23 日，时任湖南

省政法委书记兼省公安厅厅长的周

本顺，在全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和电

信业务安全培训班上，公开叫嚣要加

强防范、打击法轮功。2003 年夏季，

周接受《中华英才》记者采访时，再

次表示对法轮功要加大打击力度。周

本顺在湖南任职期间，至少 49 名法

轮功学员被残害致死。周本顺对此难

辞其咎，罪责难逃。周本顺上调中央

政法委以后，积极充当罗干和周永康

的马仔，极力参与推动全国范围内对

追查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2016 年 11 月 13 日 

法轮功的迫害，成为中共“血债帮”

迫害法轮功的政治打手，从而得到其

主子的赏识。 

2013 年，周本顺调任河北省委

书记后，恶性不改，继续残酷镇压法

轮功。2013 年 10 月初，在周本顺的

操控下，河北省“610 办公室”给各

单位发出以诬蔑和诽谤法轮功为目

的的所谓《关于进一步推动反邪教法

制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单

位积极参加，以此毒害和误导世人，

为进一步迫害法轮功造势，此活动历

时 1 个月。2013 年 11 月 15 日，在

周本顺的直接策划下，石家庄市公安

局国保警察和“610”统一行动，对

当地法轮功学员疯狂绑架抄家，20

多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抓捕。此后，

他们继续作恶，成立所谓“专案组”，

动用大批警力，在石家庄市区及周边

正定、高邑、行唐、赵县、平山等地

对法轮功学员持续非法抓捕、抄家。

截至 2013 年 12 月，共计有 40 多名

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10 余名法

轮功学员被重点迫害。 

在周本顺的授意下，2013 年 12

月中旬，河北卫视公然播放诬蔑法轮

功的节目，继续抹黑法轮功，为镇压

法轮功制造借口。2015 年 4 月，周

本顺指令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向各

市、县下发针对迫害法轮功的两办文

件。文件要求，各地要加大对法轮功

的监控和打压。 

周本顺从2004年至2013年先后

担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和秘书长，

作为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

官罪恶的高层执行者和组织协调者

之一，是掌握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

官等核心机密的主要成员，涉嫌犯有

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 

我们的原则是：谁犯罪谁承担、

集体组织犯罪个人承担、教唆迫害与

直接迫害同罪。根据这一原则，所有

在组织、单位、系统名义下所犯的罪

行最终将落实到个人承担。所有参与

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将被彻底追查，

并被绳之以法。 

在此，我们告诫一切参与迫害法

轮功的人们：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

罪、反人类罪！与纳粹战犯同罪，任

何执行命令的托词不能作为豁免的

理由，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责

任。自首坦白、弃暗投明、举报他人

罪恶、争取立功赎罪，是唯一的出路！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

称：追查国际），成立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旨在帮助和协调国际社会

正义力量及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

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

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

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

底，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

惩凶手，警醒世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追查国际举报信箱：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87   邮址：P.O. Box 84，New York, NY, 10116  

USA 

追查国际近期将对以下案例展

开调查： 

◆大连市中山区国保大队曹讯兵等

犯罪事实 

◆四川宜宾市法轮功学员黄顺坤被

迫害致死 

◆武汉市法轮功学员熊国元被非法

判刑 下落不明 

◆上海法轮功学员朱桦、李淑清被非

法判刑 

◆河南林州法轮功学员郭瑞平被非

法判刑 5 年 

◆山东临沭县“610”李方春的犯罪事

实 

◆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对法轮功学

员强制抽血 

◆贵阳法轮功学员庞继红被警察割

破手指抽血 

◆哈尔滨法轮功学员王宏滨再被非

法判刑 9 年 

◆大庆“721洗脑班”劫持 20余名法轮

功学员 

◆大连市法轮功学员袁晓曼被非法

庭审 多人旁听被绑架 

追查国际近期动态（2016 年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