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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二：2005年首屆全國肝
移植學術研討會開啟 vs黃潔夫多
次提到 2005年

據「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

織」追查報告顯示，時任中共衛生

部副部長的黃潔夫從 2005 年年底

開始，就以中國器官移植權威和官

方發言人的身分，不斷發表關於中

國器官移植的言論和文章，成為了

中共器官移植的代言人。

黃潔夫在 2000 年發表的一篇

文章中這樣描述中國的肝移植狀

況，「……從 70 年代末期的最初嘗

試，到 80 年代的徬徨、停滯，在

90 年代再度起步……」文章還講，

從 1977 年到 1999 年 7 月的 23 年

間，全國共完成肝移植 228 例次，

相當於平均每年不到 10 例。

2005 年是活摘的重要年分，

一個原因是這年開始了「第一屆全

國肝移植學術研討會」。僅僅 1
年後，2006 年 3 月 26 日，時任衛

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第二屆全國

肝移植學術研討會」上就宣布肝移

植的迅猛發展：「目前國內有 500
多家醫院開展肝移植，每年完成的

肝移植大約有 3500 例。」

2007 年 5 月，黃潔夫在兩篇

不同刊物文章中提到 2005 年肝移

植數量。一篇文章是最早發表於

衛生部網站，黃潔夫向媒體透露：

「2005 年肝移植總數 2500 多例。」

另一篇是《中華外科雜誌》2007 年

第五期的文章引述黃潔夫所提供的

數據：「我國在 2005 年開展臨床

肝移植 3500 例。」

例證三：胡錦濤同學張孟業兄

長 2005年被催促進行器官移植
中共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清 

華大學水利系的同學張孟業，原 
是廣東省電力工業學校高級講師，

150 歲的引入注目之處在於，

這個年齡遠遠超過大多數人的壽

命。而多重器官衰竭（指二個或二

個以上的器官系統出現問題）是老

年人（大多為 70 歲以上）逝世的

重要原因之一，疾病主要包括：氣

管、心臟、肺臟、肝臟、腎臟、腦

等重要身體器官的慢性病。由此可

見，解決器官衰竭問題，是延壽的

重要手段，這就涉及了一個重要問

題——器官。

百度公開資料顯示，「981 健

康工程」課題組是 2005 年成立，

並於 5 月正式啟動，是一項旨為

「社會精英」健康服務的「重大工

程」。該工程從國內挑選最權威的

專家和特色醫術，並在中共解放軍

301 醫院、軍事醫學科學院等眾多

科研院所及有相關專家參與，擁有

一號首長醫療保健專家 7 位，保健

專家級醫生 30 餘位，擁有會診專

家 170 多位（主任醫師、國內學

科帶頭人），設置防癌、慢病管理

科、抗衰老醫學科等 11 個科室，

「面向社會精英人群及業界領袖，

為他們的健康保駕護航」。

由於該廣告內容過於敏感，廣

告次日遭到屏蔽。就在大家紛紛猜

測這項工程是否涉及活摘人體器官

的敏感話題時，幾條所有媒體都沒

注意到的重要線索，間接證實了人

們的猜測，首先一條那就是臭名昭

著的「白衣屠夫」黃潔夫，在卸下

了眾多職務後，唯一保留了的職務

即是——中央保健委員會副主任。

黃潔夫：保健委員會副
主任VS「活摘掌門人」

中央保健委員會，隸屬於中共

中央辦公廳，主要負責共產黨領導

人的個人身體健康。正常社會，國

家首腦保健非常正常，共產國家，

黨魁「保健」，就不單單是保健問

題了，這背後的罪惡，不用說，大

家現在也能略知一二。

黃潔夫是肝膽外科專家，從

2001 年就擔任衛生部副部長，也

一直擔任中國器官移植的對外發言

人，也稱「活摘掌門人」。黃潔夫也

從 2001 年起任中央保健委員會副主

任，專為中共高層權貴做醫療服務。

中央保健委員會副主任和「活

摘掌門人」這兩個頭銜放在一起，

意味著甚麼？注意，「保健」不過是

掩人耳目，找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

名詞而已，「延壽」、「不老」、「不

死」，其實中央保健委員會根本沒

有奇方，其宣傳中所謂「981 首長

健康工程是首長健康醫療保健的一

項重大試點工程……是目前市場上

獨一無二卓有成效的健康醫療保健

體系。」這「獨一無二」是因為其突

破人類道德底線，敢做能做其他國

家醫療體系做不了的事——活摘。

除了黃潔夫這個領頭的，其他

的首長保健專家也必然是臨床「經

驗」相當豐富，才能具備給領導操

刀換器官的資格。

2005年：981工程課題組
成立VS活摘的標誌性年分

「『981 健康工程』課題組是

2005年成立，並於5月正式啟動，

是一項旨為『社會精英』健康服務

的『重大工程』」。這條信息雖然

冠冕堂皇，但是卻披露出這個工程

與活摘的重要關係，下面我們舉出

一些例證。

例證一：2005年黃潔夫的一
臺手術登上頭條

2005 年，黃潔夫的一臺手術

成為全國性門戶網站的頭條：「25
小時兩例肝移植手術創紀錄」，這

臺手術涉及一名高官和兩個活體。

黃潔夫操刀的這臺手術，發生

在 2005年 9月 23日，地點是新疆，

這名據稱是高官的癌變患者被匿名。

報導稱，黃潔夫在新疆期間親

自操刀的這臺肝移植手術，從開始

尋找備用肝臟到肝臟運到手術室只

用了大約一天的時間，這兩個「肝

供體」分別遠從廣州和重慶運來。

黃潔夫此行是跟著時任中共中央政

法委書記羅干參加新疆 50 週年的

慶祝活動。

9月15日，微信上熱傳一條來自北
京301醫院的廣告，一個讓人倍感
陌生的名字「981健康工程」進入
視野。廣告宣傳，這項工程的目標

是讓中共領導人延壽至150歲。

張孟業的兄長張孟丹原是廣東省政

協委員、廣州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

院教授。

根據《新紀元週刊》報導，

1999 年 7 月、11 月張孟業夫婦因

兩次去北京為法輪功請願被非法抓

捕，2000 年初，時任中共黨魁的

江澤民到廣東視察，責備廣州迫害

法輪功不得力，再加上張孟業是胡

錦濤的同學，江澤民有意陷胡錦濤

於不義，故意拿張孟業開刀，這樣

張孟業成了廣東省第一個被抓去勞

教的法輪功人士。

2005 年初，張孟丹身體開始

出現問題，在廣州中山醫學院檢查

出患有肝癌，住進了中山醫二院，

後來轉院到中山醫三院找最好的醫

生來醫治。

2005 年 7 月一天，張孟丹告

訴去醫院探望他的張孟業，稱中山

醫三院醫生建議他做換肝手術，但

當時張孟業並不贊成。

第二天，張孟丹說醫生在催促

他，讓他趕快做決定，只要 40 萬

元（人民幣）就可以找到一個肝，

快則 3 天，慢則 5 天，而且看在同

是中山系的分上，中山醫三院的院

長陳規則、時任中共衛生部副部長

的黃潔夫將會替他親自做手術。對

此，張孟業還是持不贊成態度。

第三天，張孟丹說，醫院告訴

他現在肝移植手術費要再加 20 萬

元的介紹費，稱這肝是通過關係弄

出來的，還說讓他放心，並舉例說

中山大學某系的一個教授也曾做過

換肝手術，現在還生活的很好，不

過張孟業還是不贊成這樣做。

到了第四天，醫院突然來個

180 度的轉彎，稱張孟丹的癌細胞

已擴散，沒有治療價值，就不用做

肝移植手術了，不久還讓張孟丹轉

院至中山二醫。

張孟丹、張孟業開始覺得很奇

怪，剛剛還在催促做肝移植手術，

幾天就突然說不行。事後兄弟倆明

白因為張孟業一直被「610」的特務

跟蹤，因發現張孟丹、張孟業是兄

弟關係，害怕活摘法輪功人士器官

的秘密被洩露，所以就取消了手術。

張孟丹轉院後，在醫院的高幹

病房住院，兩個多月後離世。

2005 年 11 月，張孟業流亡到

泰國，2006 年中共活摘法輪功人

士的罪惡曝光出來後，他才意識到

當時黃潔夫要給其兄長做手術，明

顯是涉及活摘器官。

301醫院：秘密御用保健
基地VS器官太多用不完

中共軍隊總醫院（簡稱 301
醫院）是中共中央的重要保健基

地，為中共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直

屬正軍級單位，是解放軍規模最大

的綜合性醫院，該院的招牌由江澤

民題寫。

301 醫院聚集了一大批曾留學

美國哈佛等高等學府的醫師和護理

人員，該醫院是具有先進的臟器移

植技術的醫療機構，心臟外科主任

等管理人員都是在日本學習過機器

人手術技術的醫師，也是中國第一

所可以進行機器人手術的醫院。

301 醫院也是中共領導人就醫

和療養之處，包括：鄧小平、李先

念、王震都先後在該院治療。 301
保存眾多中共領導人的秘密，特別

是收治中共高層官員的南樓，更是

暗黑禁地。國家主席在內的中共高

層人員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被接到

這裡，進行必要的保健和治療。而

一旦進入該項工作，軍方將封鎖醫

院周邊所有的道路。

這次在微信上打廣告曝光

「981健康工程」的就是 301醫院。

當然，中共領導人的就醫之處，掌

握著全國最大的資源，領導人用不

完器官怎麼辦？供大於求的情況

下，301 想到了面向社會打廣告。

軍隊武警醫院：參與981 
工程VS涉器官移植黑幕

這次「981 健康工程」的廣

告，還涉及「軍事醫學科學院」。

據悉，在中國大陸，從事器官移植

手術的多是軍隊武警醫院或與之有

合作關係的器官移植醫院。器官移

植也是中共軍隊、武警醫院發展最

為活躍的領域之一。

比如追查國際就曾做過〈關於

中共軍隊、武警醫院參與活摘法

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這

則報告是目前最詳盡、權威的調

查報告，在此不多介紹。僅附鏈

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
node/21820。

文∣大獵甫 
圖｜ Adobe Stock

「981健康工程」的驚天秘密

懷念北京大學史上惟一的民選校長

悼丁石孫

曾經雷灌耳，未得面容軒。

歷盡崢嶸歲，劫餘桃李門。

未名三角地，五載百花園。

吐哺求寒士，含珠卻世孫。

園丁竭其力，花露感其恩。

身委高堂座，言危野草根。

 後生銷氣骨，廣譽復何尊？

北京大學史上惟一 
民選校長——丁石孫

北京大學前校長丁石孫先生

10 月 12 日去世，享年 93 歲。先

生 1952 年起在北京大學數學力學

系任教，1984 至 1989 年任北京

大學校長，他是北京大學歷史上

惟一一位民選的校長。 1983 年，

北京大學校長面臨換屆選舉，北

大進行了民意測驗，填寫校長人

選，副處級以上的行政幹部、副

教授以上的教師均可參加。當時

尚在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的

丁石孫先生因得票數最多而當選。

89六四「放任」學生
先生任職校長僅 5 年，1989

年六四事件時，因「放任」北京

大學學生參加民主運動而被迫檢

討，隨後稱病辭職。當時針對官

方定性學生運動是「被少數別有

用心的人煽動起來的暴亂」，丁

石孫為自己的學生們辯護說：「學

生要去遊行，絕對不是少數人煽

動，而是學生關心國家大事。如

果是少數人煽動的話，就說明我

這個校長無能。我掌握學校的領

導權，都煽動不起來，他們怎麼

能煽動起來呢？」

1949年來最自由的5年
其任校長的 5 年，成為北

京大學 1949 年至今學術氣氛最

活躍、師生思想最自由開放的時

期。在其任內，北大學生首次允

許就讀期間申請轉系學習。 1987
年 2 月，搖滾歌星崔健在北京大

學舉辦了首次個人演唱會。學生

們回憶，丁校長總是穿一件洗掉

了色兒的藍布色或灰布色上衣，

在校園裡騎一輛舊自行車，師生們

可以直接把他的自行車攔下來說

話，他的電話號碼也是公開的。

有學生覺得食堂伙食太難吃，於

是電話直接打到他家，一頓臭

罵，並讓他自己到食堂嘗嘗去。

之後不久，丁校長開始了食堂改

革，引進競爭機制，打破了以前

各院系學生吃飯固定分配食堂的

做法，讓學生飯票在各食堂通

用，自願挑選食堂就餐，校園內幾

大食堂質量從此提高，立竿見影。

在 1998 年北大百年校慶上，

國學大師季羨林稱，北大歷史上

有兩位校長值得記住，一位是蔡

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孫。

婉拒毛新宇進北大

1988 年 7 月，毛澤東的孫子

毛新宇（現任中共少將）從北大

附中畢業，高考成績總分僅 109
分（註：北京大學 1988 年在北京

地區高考文科錄取線為 679 分）。

毛新宇的母親、毛澤東兒媳邵華

曾找到北大校長丁石孫，直言毛

澤東家族中，「咱家三代都屬於北

大」。丁石孫先生說：「無此必

然性啊！」邵華女士堅持說：「新

文∣李唐風 宇就該上北大。」校長先生委婉

的拒絕道：「北大校風自由，同學

好動，我擔心他進來無法保障安

全。」無奈之下，毛新宇屈尊到人

民大學歷史系就讀。

在「體制內」仗義直言

1996 年 11 月丁石孫接替費

孝通任民盟中央主席後，1998 年

和 2003 年連續當選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委員長。外界評論，他仗義

直言，在人大會議中經常提出深

入草根階層的議案。

據北美新唐人電視臺報導，

1999 年 7 月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發

動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運動後，中

共官場對法輪功問題噤若寒蟬。

然而在一次有關對待法輪功問題

的人大常委會上，丁石孫提出異

議，據理坦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