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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 手術只能在西京做，主任主刀。
2. 你们不挑这个肾的话，就是不管是来这个肾是五十（岁）的还是六十（岁）

的， 你们都能接受，如果是这种的话呢，做起来很快。

3. 法輪功供體？这都已经从13年还是14年开始就已经没有这个市场了。現在

沒有了，除非是很硬的关系，很硬的关系，很多很硬的关系，更有钱的人，

他们都想用这种的。你赶上13年之前的时候那批，……当时的供体好，你这

没办法。

4. 我是西京医院腎移植醫生，我对这个比较知道，比较懂。

5. 我们一年做300多例。

6. 西京做腎移植的一个是姓钱，一个是姓袁。

7. 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不愿意捐的，现在愿意捐的人越来越少。

8. 我们也愿意用！你以前国家允许用，可以用死刑犯人的肾嘛，那种供体确实

很好，我们自己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都知道那种供体效果确实很好。

9. 虽然说每天路上都有车祸，但问题是，不是说每天都有捐的。

10. 家属要不同意的话，你即使有那个同意书你一样捐不了。

11. 红十字会那个所谓的那个分配，往往都是官员的，有时就是官员的一句话！

12. 你在哪有熟人你在哪换，因为作为家属而言，你们没权知道给你的这个供

体的，供体的情况，你们是没有权利去知道这个事情的，而且也没人会给

你说的。说白了就是给你装上个是50岁的还是60岁的，有没有停跳过的，

这个肾源还吃药没啊，你们都不知道，稀里糊涂的装。

13. 陕西的那个肾源是最便宜的，它应该是10万块钱。天津移植中心已经问过

了，光一个肾源现金就要35万。

14. 问：你说法轮功的全国都没有了吗？

答：除非是很硬的关系，很硬的关系，很多很硬的关系，更有钱的人，他

们都想用这种的。

15. 我说这些东西你们到时候来吧，你们到时候来了我再跟你说，这个电话里

跟你说不清。

录音内容

调查员：喂，你好！哎，你好，请问你是那个李先生、是李国伟先生对吗？

李国伟：是。

调查员：哎，你好！我是刚才那个打到省医那个肾移植科的那个护士让我给您

打电话，我是韩梅。她跟你打过电话了吗？



李国伟：啊，对，她刚才简单的跟我说过了。

调查员：就是我想给我先生去做移植。

李国伟：他现在是，他啥血型啊？

调查员：B型血，45岁。

李国伟：挺年轻的啊。

调查员：对。您能帮我介绍到哪家医院去吗？就是刚才那个护士说是西京啊还是

唐都？

李国伟：对，呃没有，只能在西京做。唐都它没有移植资格。做的话只能在西京

医院做了。

调查员：哦，在西京。您是帮我们联系人是不是？就是可以帮我们联系那边的主

刀医生或者是院长什么的，是吗？

李国伟：对。

调查员：那你给我介绍西京那边，就是我们是找主任吗？就是你说要等配型还

要等什么？我们多长时间能等到呀？能做上手术。

李国伟：因为现在可能你们，不知你们现在，我不知道你们了解过没有，因为

现在的肾源啊，它不象以前那个肾源，以前的肾源我们用的是犯人的，

现在的全是这种 DCD捐献的。全是靠这种捐献的了。这种捐献的，说白

了就是咱也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有人能捐献！然后哪一天，而且有人能

捐献的话，说白了，就是你，XX让你们找我的话，那肯定也是，你就

是说，说白了，就是想给他找个年轻的吧？

调查员：对啊！

李国伟：你还得碰上年轻的捐献才行。

调查员：因为我不瞒您说，李先生哈，因为我姐姐那个邻居哈，他爸爸当时就

在省医做过，就是那个炼法轮功的那个。所以我当时就打到省医去了嘛

然后她说她们那边现在很少，等红十字会分配很少。说要找您呢，上西

京或唐都会很快，您可以帮我们安排。

李国伟：这个就说是，如果说你们不挑，假如说你们不挑肾源，就是说是你们

不挑这个肾的话，就是不管是来这个肾是五十（岁）的还是六十

（岁）的，你们都能接受，如果是这种的话呢，做起来很快。



调查员：多长时间？

李国伟：这种只要血型匹配的话，这很快。

调查员：一个星期？

李国伟：可能3-4个月。…没有没有。

调查员：3-4个月？那太久了！

李国伟：那得有人捐才行，没人捐咋做呢？

调查员：但是要3-4个月就太久了。因为那个就是当时那个西安交大的时候，我

去找，我姐姐给我找关系问的时候，他说你要来，就象你刚才说的，

如果不挑的话，一个星期他们就能做上。就是找关系一个星期就能做上

你要是说这样到西京的话得 3-4个月，我们正常排也就那样了。你说

3-4个月我们要等年轻的还等不上吗？就是等那种我说炼法轮功的？ 

调查员：西京那你给我找的是主任吗？他们那个主刀医生是谁啊？

李国军：配型，你这个主刀，主刀的话，你先有了肾源，做的话肯定是钱主任

做了。

调查员：啊主任，他那个主任叫什么名字啊？

李国伟：姓钱，主任姓钱。一个姓钱，一个姓袁。他们两个主任来做的。你主要

就是要有东西。你说要没东西，这个东西，至于手术，现在很成熟了。

他就是一个主治医师他都能做的了这个手术了。但问题是，你得有肾源

才做，没有肾源咋做啊？

调查员：他们做很多年了吗？你说那个主任技术很好没问题，只要有肾源，就

是技术没问题，后期并发症啊什么的？

李国伟：技术没问题。并发症这个，后期的并发症这个其实主要是要看病人自己

的，比如说，现在的抗排医药都已经很好了。病人大部分到最后基本上

是，如果真的有什么其它的并发症的话，跟排异的关系很少，大部分

其实都是因为感染。感染的话那这个原因就多了。后期的恢复主要是靠

他自己了。靠他自己和他在家里的护理，主要是靠这个了。

调查员：哦，哎你说那个西京他们做很多年了，然后他们一年能做多少啊？

李国军：300多例。

调查员：一年300多例，就你说的那个主任姓什么？



李国伟：一个姓钱，一个姓袁。

调查员：就是要那种炼法轮功的那种，我现在要等多次时间呢？

李国伟：你们现在对那种根本就不了解。DCD捐献就是脑死亡，是脑死亡的患者

然后他们捐献的这种肾脏。这种肾脏，你就是我跟你说的，谁能知道人

家哪一天有捐的呢？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不愿意捐的，现在愿意捐的人

越来越少。你现在没有其他办法说是你能拿来肾源。因为以前的时候是

可以用死刑犯的肾，现在都是捐献的，没有人用死刑犯的，人家国家

不允许。现在是国家不允许了。

调查员：哦，国家以前？

李国军：我们也愿意用！你以前国家允许用，可以用死刑犯人的肾嘛，那种供

体确实很好，我们自己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都知道那种供体效果确实

很好。这都已经从13年还是14年开始就已经没有这个市场了。

调查员：哦，那我姐姐邻居赶上最后一撥了，他大概是五六年前吧，说做的，

然后他爸～

李国军：对，那人家赶上最后一拨了，那没办法，那是人家运气好。

调查员：那现在就花钱也找不到了吗？李先生～

李国伟：你只能是从这种 DCD这种捐献里边，我帮你找一个年轻的，这种可以

的。但是你要说是现在再从别人身上给你拆一个过来，那是没人敢给你

弄现在。

调查员：那个李先生，你也是做肾移植的医生吗？还是你。。。

李国伟：对啊！

调查员：啊，你在西京吗？

李国伟：我就在这个，我就在医院上班的。只不过，我对这个东西比较知道、比

较懂。因为他们省医那边他们已经不做这个手术了。现在整个陕西做这

个手术的只有交大医科院和西京做了。

调查员：噢，对。我刚才打她就说他们做的很少。但是他们网上介绍的那三个主

任，都介绍的很多。就是关于肾移植方面的。

李国伟：那都是他们以前做的。是他们，他们医院以前是有移植资格的。他们现

在，他们医院现在肾移植手术人家压根就不做了。



调查员：啊，你也是医院系统的，但是你对这块比较了解。

李国伟：对啊！

调查员：你跟他们可以说上话是吗？

李国伟：对对对，你现在，给你说吧，你只，如果，反正是45岁这个年龄，其

实，如果说你经济不差的话，其实还是建议你们就是挑一个，就是找

一找年轻的肾源。

调查员：对啊。北京302，当时那个我婆婆家亲戚问过，说就是当时，就两年前

做配型的时候问，大概 50多万吧。

李国伟：不是，他给你说的这个五六十万是把手术做完还是说光单独的一个肾？

调查员：所有，全部。

李国伟：全部是吧？

调查员：对，就大概说如果恢复的好的话。

李国伟：差不多。因为现在不知道，他供体，现在不知道，因为，因为这个到时

候你们要给医院交，要交现金的，这个肾，肾脏的现在供体不知道是

多少钱？不知道现在是10万还是几万？不知道这个现金是给医院交多

少钱了？现在。

李国伟：啊，他肯定还是得过来的。他如果确定想在，不管是想在西京来考虑移

植还是说考虑在交大移植，他应该是本人都必须得过来一趟。这个检查

很快！

调查员：对，关键是，我就是有两项指标。一个是，就是我就想问问，就是我们

主刀医生的人哈，他的技术怎么样，然后，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再

有一个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就是我们想快嘛，就想快一点。

李国伟：那我跟你说，你们这个东西不是说谁能想快就能快的了的。你因为，对

于我们而言，你比方说是心脏跟这个肾脏，捐献这个人心脏有没有停

过？心脏有没有停过，停过几次？有没有用过什么药，對肾脏打击比

较大？这些都是评判来这个肾脏的标准，就是后边儿装到病人身上，

嗯对～他的标准。

调查员：他肯定，我觉得他这么给我这么承诺，他一定有他的办法了，我这么

想的。要不然他为什么就，为了拉我这一个患者吗？因为～



李国伟：他们应该不至于。

调查员：那我现在是你建议我就是先带着我先生一起到这边来找你，然后到西

京医院那边去做配型，重新做配型。然后如果好的话，就是快，可能也

许幸运的话，是不是也能赶上一二天，当天就能做的，这种可能性会

有是吧？

李国军：可能性不大。

调查员：现在不大了是吗？

李国军：对，现在不大了！我是因为我这种捐献哦，捐献这种，像现在 DCD这

种器官，最好的其实就是车祸伤，这种车祸伤其实是最好的，因为他

没有什么原发病，因为能捐献，那肯定是脑死亡。脑死亡的话一个是原

发病一个就是车祸。车祸是最好的，因为他没有原发病。但是你这种，

虽然说每天路上都有车祸，但问题是，不是说每天都有捐的。他不是每

天都有捐的，不是说所有的人受伤了一定会捐。我说这个东西，就是啥

要有捐的才会能有你的，没有捐的，你再等上两年都没有你的。这个东

西没办法！

调查员：对，那种就是像车祸的我们会去像现场再去问人家吗？不是那种提前

写好的？

李国伟：你去问人家？你去，这个东西，提前，他就是提前再签好什么器官捐

献同意书是没用的！没有用的，他自己签好是没有用的。因为到时候要

家属同意，是要家属同意了，家属要不同意的话，你即使有那个同意

书你一样捐不了。

调查员：哦！也不能用啊那样的情况是吗？

李国伟：对，也不能用，因为它必须是由家属同意的！

调查员：那这些东西是你们来做吗？还是红十字会那边就是分配？能分到我们

医院，不分到我们医院还不一定呢是不是？

李国军：啊，红十字会那个所谓的那个分配，往往都是（聽不清）官方……

冠冕的，有时就是冠冕的一句话！

调查员：哦，就是说给哪个医院就给那个医院了，是吗？

李国伟：在陕西省，他只能给交大和西京了。

调查员：对呀，关键是，就是，就象它交大排队的人特别多，西京我不了解，



就是那你想那人家总这样做的话，那人家肯定中间环节、那种关系肯定

挺硬的。所以能给我们、能轮到我们吗？

李国伟：这个，这种说白了，这种具体的，可能都有，到时候你来了我再跟你

说！这个等你来了我跟你说吧。

调查员：行啊。

李国伟：哦，反正这种具体的你想知道啥，特别是，最好能够，当面到时候我

跟你说。

调查员：对呀，那你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

李国伟：你先生能来，你先生能来是最好的，他来了测肌酐透管配型就一块做

了。

调查员：对呀，我现在就是说，因为我现在就是要跟我公公婆婆商量一下吧，

就是在北京啊还是到西安啊， 

李国伟：嗯。在北京换的话，应该60万现在换不下来。可能60万应该是换不下

来的。因为天津的一个肾，天津一个肾源的费用都要35万了，北京只

会比那个高,不會比那个少。

调查员：现在光一个肾源就35万了！那就不够了呀？住院一个月的话，那60

万就不够了啊？

李国伟：住院在20万，住院在20万左右吧。

调查员：对啊，那就基本～

李国伟：我就跟你说了，因为现在，因为现在肾脏需求的人多，肾脏因为现在

肾脏的需求很多，所以它现在，陕西的那个肾源是最便宜的。因为它应

该是10万块钱，它是最便宜的。北上广这些都是很贵的。我就知道天津

是35万。所以北京只会比天津高，要么也是跟天津一样。因为天津的移

植中心其实是属于相当好的，因为我们一个同学，我们一个同学他发

小，然后是今年在我们医院移植的。我当时问他：我说你为啥不在天津

做啊？因为他就是天津人。他就说，因为他们天津的肾源费用太贵了。

天津他们移植中心他已经问过了，光一个肾源现金就要35万。所以他

在那边换不起，很好的。

调查员：对，我看到了。介绍的非常，他们的数量特别大。

李国伟：它那个很好，但是在那儿，你在哪儿换的话。反正这个东西我只能跟你



这么说，你尽可能找，就是你想在哪儿换，你尽可能找，你在哪有熟

人你在哪换，因为作为家属而言，你们没权知道给你的这个供体的，

供体的情况，你们是没有权利去知道这个事情的，而且也没人会给你

说的。说白了就是给你装上个是50岁的还是60岁的，有没有停跳过的

这个肾源还吃药没（两个字不清楚）啊，你们都不知道，稀里糊涂的

装，啊，就是这样的。

调查员：哦，对。

李国伟：你要是找熟人的话你可以挑，告你就这么简单。

调查员：对，对，是这样的。所以我当时我姐姐那个邻居就是告诉我，这样，然

而就象你刚才说那个指标哈，就说那个用没用过药啊、心脏有没有偷停

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他，为什么就我和他都是个想法就想要炼法轮功，

因为知道法轮功肯定是没有用过药嘛，身体也都是很好的，所以就是

特别，就是当时目标就奔这个来的，就是想问问看看哪家？

李国伟：现在没有了。

调查员：你说咱全国都没有了吗？

李国伟：除非是很硬的关系，很硬的关系，很多很硬的关系，更有钱的人，他

们都想用这种的。

调查员：哦，是这样，就现在哦，现在又犯法是吗？

李国伟：没赶上，对，在13年之前的时候那批，那是13年之前，人家做完移

植的人效果都很好。现在，前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的哥那都

已经移植到了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人家现在好好的。那当时的供体好，

这没办法。

调查员：你就说炼法轮功的是不是？

李国伟：不是不是，不是所有的啦，跟法轮功没关系。这个东西就是以前都是使

用死刑犯人，以前是犯人，以前是死刑犯人的肾。以前所有的器官来源

都是死刑犯。

调查员：你说那个犯人，那是我们跟那个司法部走关系就行了是吧？还是法院

呢？处决的时候？

李国伟：放到如果以前的话，要是允许用的话，你们要是跟司法部、跟法院要是

有关系的话，那其实反而还好办了，那就好办了。你只要有关系，那就

很好办了，但是现在根本不行，因为现在是违法了，因为现在你一旦

要这样弄的话，就是违法的。



调查员：就没有人，就没有人敢做了这件事情是吧？

李国伟：没人敢做，也没有人敢给你取，你现在就是再硬的关系，司法部、法院

都不可能说是，好，这个犯人枪毙了以后，你可以把器官拿走。

调查员：我就，就等着年轻，行啊。那我怎么、怎么、什么时候能找到您呢？然

后如果要是去问的话，就直接，因为我跟您不是很熟哈，你说我要如

果带着我先生就直接大老远的跑那块儿去找您，您在哪个，您在省医

吗您在哪个医院呀？

李国伟：你到时候来的话，你就到那个西京来，不用再去省医院。

调查员：啊，就在西京。

李国军：你就是在省医院，你在省医院做了配型也没有用，你到那儿做配型也

没有用，你到时候就到西京做。你们要是打算来的话，因为他的抽血配

型是每周二和周四，你们等于相当于（调查员：周二，周四），对，

相当于是周一或者是周三你们就必须得在西安，就得到西安。

调查员：要预约吗？

李国伟：嗯，不用预约，他这个配型不需要预约。到时来直接病人本人来，把他

身份证带上就行了。

调查员：我直接就是去到那个医院就是，周二、周四是吧？你说那个。

李国伟：对。他抽血配型是每周二和周四。但是你们肯定得先到。

调查员：啊。你跟我说一下那个袁主任还有一个叫什么名字？袁什么？他叫？

李国伟：你直接搜西京医院，西京医院泌尿外科，有的时候它上面就有了。一个

叫钱卫军，一个叫袁建林。我说这个手术你不用去想了。

调查员：嗯，行。我就交给你了。

李国伟：这边还行，因为现在是特殊，现在，因为现在西京医院是一个特殊的

一个情况，你现在来可以配型，但是很多病人现在都，因为现在西京

医院他属于禁了，等于说所有的移植类手术全部停了。所以说现在很多

人全部都跑到了交大医科院去，全让他们去交大医科院了，现在等于

说是西京这边暂时排队的人很少，可能现在，现在排队的都是关系，

就是没有什么了，都是关系。而且现在关系比较少。

调查员：啊，你说西京医院正常对外是说不做了是吧。只有关系，内部人介绍才



能做是吗？

李国伟：对。所以现在现在，而且现在暂时，这个手术，所有移植类手术全部都

停止了。所有军队类医院，大学，移植类所有的手术全部都停止了。

调查员：你说那个军队医院都停了，为什么呀？

李国伟：因为惩纪吧，军队惩纪，这个东西它虽然，因为特殊原因，就军队类

所有这个手术。

调查员：移植都不做了。

李国伟：嗯。移植都不做。

调查员：还是人家都知道你不做人家还会分给咱肾源吗？

李国伟：我说这些东西你们到时候来吧，你们到时候来了我再跟你说，这个电

话里跟你说不清。你们来了我再跟你们说。

调查员：嗯。你最好你最好就跟我在电话里说一说，然后我跟我婆婆他们好，具

体情况确定一下。要不然去了～

李国伟：有些东西没办法跟你说。尤其是，你可以让你先生先不来，你可以先来

一趟，先来一趟，跟解放军，每个区各家医院，你也可以去找一下人

家，把那边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到时候西京医院了解一下，你再回去跟

公公说，你们再谈，谈好到底在哪儿做。

调查员：好的，好的。

李国伟：这都可以的

调查员：因为我们那边没有医保，就大概准备 60万左右是吧？然后周二、周四

如果能赶上的话到那边去配型，然后那个主刀医生就是那两个医生，

他们来做主刀。就在西京做是不是？

李国伟：都是在本院做的。

调查员：然后那我还有其他费用吗？还有要其他准备的东西吗？

李国伟：嗯，暂时应该没有，暂时应该没有。

调查员：暂时没有。



调查员：好的，那我大概就这样情况，我没有了。

李国伟：没事！

调查员：那好，再见！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