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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境外网站持续炒作一个
名为“活摘”的话题，指控中国政府
活摘法轮功人员器官贩卖牟利。“活摘”
话题也被一些反华势力用来妖魔化中
国，攻击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个“活摘”
话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谣言出笼——所谓“苏家屯集中
营”
　　2006 年 3 月，境外法轮功邪教媒
体抛出了所谓“苏家屯集中营”谣言，
声称位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
的辽宁省血栓病中西结合医疗中心（简
称苏家屯血栓病医院）有 1个集中营，
关押着 6000 多名法轮功人员，其中三
分之二被割取身体器官后投入集中营
内的焚尸炉焚烧，他们的身体器官随
即被非法出售到全国各地乃至境外。
　　对于法轮功的谣言，中国有关方
面多次予以驳斥并谴责了法轮功的卑
劣行径。法轮功的谣言也被国际社会
所戳穿。2006 年 4 月 14 日，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肖恩 · 麦克康玛克（Sean 
McCormack）发表声明，对于中国东北
某地有一处集中营监禁法轮功学员并
摘取其人体器官的报道，美国经派员
实地查看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支持
上述报道。CNN、美联社、华盛顿邮报、
路透社、日本朝日新闻、渥太华公民
报等媒体先后到苏家屯血栓病医院进
行了实地采访，证实所谓“苏家屯集
中营”纯属子虚乌有。

　　谣言升级——两个大卫的所谓“调
查报告”
　　在“苏家屯集中营”谣言被彻底
戳穿的情况下，法轮功又勾结加拿大
的大卫 · 乔高（David Kilgour）和
大卫 · 麦塔斯（David Matas）抛出
了所谓《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
员器官的调查报告》（Report into 
Allegations of Organ Harvesting 
of Falun Gong Practioners in Chi-
na），污蔑中国政府大量非法摘取法轮
功练习者的活体器官。这个报告中所

引述的所谓证据和资料纯属捏造，根
本无法证实。法轮功还把“活摘”谣
言拍成影片，如加拿大人李云翔导演
的《活摘》（Human Harrest）和《血刃》
（The Bleeding Edge）, 企图继续蒙
骗世人，骗取同情。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法轮功和两
个大卫《调查报告》中提及的两个关
键“证人”“皮特”和“安妮”的身份
是捏造的。“皮特”是法轮功“活摘器官”
谣言抛出后第一个匿名证人，自称曾
是“中共内部情报人员”，后又改称是
曾到大陆采访过的“资深媒体人”。真
实情况是，“皮特”是名旅美华人，原
名约翰 · 卡特（John Carter），2006
年时 44 岁。身为失业者曾在旧金山某
教会工作，因盗窃被解雇。因需要所
谓“苏家屯集中营事件”的证人，被
法轮功收买作伪证。另一名重要证人
“安妮”，自称在“苏家屯”生活过 5年，
其丈夫是苏家屯医院眼科医生，参与
了所谓的“活摘”。事实上，“安妮”
原名安娜 · 刘易斯（Anna Louise），
加拿大国籍，2006 年时 50 岁，生活
在加拿大渥太华新亚洲广场附近，与
中国的苏家屯毫无关系。
　　对于法轮功的上述谣言，多个国
际组织、主流媒体以及许多国家的政
府、议会、司法机构进行了调查，结
论是根本不成立。
　　德国之声2012年 11月 9日报道，
德国议院德中委员会主席约翰内斯 ·
普福鲁克 (johannes pflug) 在接受西
南德意志电台记者专访时指出，有关
中国处死政治犯以摘取其器官的指责，
是毫无根据的谣言。普福鲁克说：“我
们的情报机构组织进行了相应的调查，
他们告诉我，这些说法虽然一再地浮
出水面，但却没有证据去证明有这样
的事情发生过。这样的谣言，我可以
很具体地指出来，主要是有法轮功在
背后造势，但它并没有根据。”
 　　2013 年“德国之声”转载德新
社一篇质疑“活摘器官”报道，称“活
摘学员器官只是个传说。”

　　2014 年 3 月 18 日，奥地利“反
对器官活体捐赠”组织（orgaNOs）网
站发表了“国际特赦”给该组织的一
封公开信，信中说“国际特赦组织致
力于帮助人权受到侵犯的人民，无论
对象是不是法轮功成员。至于法轮功
成员的器官是否在非自愿的情况下遭
到活摘，我们还未能证实。”
 　2013 年 11 月 21 日，新西兰国会
的外交、国防和贸易委员会向国会递
交报告，针对新西兰法轮功协会要求
调查所谓中国政府“活摘”法轮功人
员器官事得出结论，“本委员会成员及
新西兰政府，均未了解到任何可以证
明法轮功对器官采摘的主张的独立证
据，这一结论建立在新西兰及国外的
调查基础之上。”（摘自《新西兰外交、
国防和贸易委员会关于于景方代表法
轮功协会的请愿书（2011/84）的报告》，
新西兰国会网站，2013 年 11月 21日）

　　谣言大杂烩——《大屠杀》
　　更为荒谬的是，法轮功的牛皮越
吹越大。2016 年 6 月 22 日，美国调
查记者伊森 · 葛特曼在两个大卫版的
“报告”基础上，又发表了《大屠杀－
血腥的摘取》报告，妄称中国每年有
6 万至 10 万例器官移植，器官来源除
法轮功等“良心犯”。这一毫无根据的
说法，立即引起全世界医疗卫生界权
威机构和人士的义愤。
　　2016 年 8 月 21 日至 23 日，在香
港召开的第 26 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大
会上，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器官移植项
目的官员何塞 · 努涅斯向中外记者表
示，对于声称中国每年有 6－10 万例
器官移植的说法，无论是作为世卫的
官员，还是作为一名专业医生可以负
责任地说，这个相当于全球一年器官
移植量的数字是不可能的。美国哈佛
医学院麻省总医院教授、国际器官移
植协会前主席杰里米 · 查普曼在接受
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尽
管可以理解法轮功的动机，但他绝不
能坐视不管葛特曼和法轮功如此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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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春”和“雨水”是二十四节
气中的前两个，专家提醒，这时节的
养生讲究三“早”。

　　早防晒多保湿
　　防晒只在夏季？才不是，春季防
晒往往被很多人忽略了。初春基本集
合了大风和干燥两个因素，护肤很有
必要。另外冬天接受的日晒较少，皮
肤中产生的用来抵抗阳光辐射对肌肤
造成影响的黑色素减少，相应的角质
层变薄，因此皮肤对紫外线的防护能
力相对较弱。虽然天暖后外出活动增
多，日晒增多，却由于没有感觉到那
么热而忽略了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

　　尤其是具有敏感性皮肤的人群，
从初春开始就需做好防晒工作，尽可
能地避免强烈的日光直射皮肤。可选
用乳液状或水状的防晒品，在抵御紫
外线的同时，还能补充皮肤水分。

　　厚衣服别脱太早
　　天暖和了厚衣服要立马脱掉？别
急！这时还是应该捂着点，如果把衣
服脱得太多，会因不适应气候变化易
着凉得病。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春
捂”。一些内热的人，如继续“春捂”，
很可能会上火，还有一些身体很强健
的人，也不用捂着。

　　晚睡早起更精神
　　立春后昼长夜短，为了顺应这种
昼夜变化，可以“晚睡早起”，当然，
也并不是睡得越晚越好，起得越早越
好，最好是“早起不在鸡鸣前，晚起
不在日出后”，尤其是晚睡不要晚于
晚上 11 点。
　　初春季节，很容易出现“春困”
现象，也就是不管前一天晚上是否睡
好，第二天都容易感觉困乏。不妨试
着把饭后午睡改为饭前午睡。饭后午
睡，如果吃得太饱，难以入睡，影响
午睡质量，醒来后反而觉得头昏脑涨，
四肢乏力，越睡越累。午睡时间以半

小时至一小时为宜。

　　饮食
　　春季生风，肝气旺盛，影响脾胃
消化吸收功能，此时宜减酸增甘，调
养脾胃。可食用大枣、蜂蜜、枸杞、
莲子等甘味食物。要多食蔬菜，饮食
多样化。

　　偏方
　　初春经常起风，嘴唇易干裂，推
荐喝点黄瓜猕猴桃汁。黄瓜性甘凉，
能入脾胃经，清热解毒，可缓解身热、
烦渴、咽喉肿痛。猕猴桃性甘酸寒，
能入肾和胃经，所以，这两种食材合

用能润口唇。

　　用药
　　春季天气干燥，加之倒春寒，很
容易咽干不适，推荐使用一些含有青
果、麦冬、玄参等中药成分的利咽含
片治疗，具有滋阴清热、利咽解毒的
功效，可快速缓解咽部灼热，咽干不
适。
 
　　保健
　　春季早晨锻炼易受寒，建议下午
3~4时之间锻炼。年轻人可进行打球、
跑步等运动，老年人避免剧烈运动，
以散步、慢跑为主。

初春养生讲究”三个三”

　　国人餐桌上，主食的地位无可取代。这从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播出时统计的收视数
据就能看出来。导演陈晓卿说，在把节目收视
高点进行采样分析后，他们发现，“主食及碳水
化合物”毫无悬念地摘得榜首。

　　传承千年的主食文化
　　中国人崇尚主食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距今
万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主动种植和驯化
粮食作物，随后，中国先民成功种植出粟、黍、
水稻等谷物，告别了朝不保夕的狩猎生活，获
得稳定食物来源。
　　然而，由于水稻产量过低，在很长一段时期，
粟和黍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主食来源。隋唐后，
稻米饭终于卸下“奢侈品”光环，成为南方人
餐桌上的最重要主食。与此同时，北方人也将
较晚出现的小麦炮制出万般花样，逐渐形成了
“南米北面”的主食格局。
　　从最简单的一锅粥饭，到香脆的油条，再
到制作精良的各式点心，中国人对主食的创新
从来不缺想象力。人们将谷粒放入陶釜加水煮
熟，制成了最早的米饭；唐代人对煮面条、煮
面片等面食颇为喜爱，杜甫就曾为一种清香凉
面专门作诗一首，名为《槐叶冷淘》，刘禹锡也
写过“引箸举汤饼，祝词天麒麟”的诗句，以
面条为人送行；到了北宋初年，馒头、包子、馄饨、
饺子逐渐成为了主食中的主角。
　　如今，经过数千年传承，中国主食已经演
变出越来越多的花样，延吉冷面、陕西泡馍、
新疆手抓饭、兰州拉面、湖南米粉……不同地
域的人创造了截然不同的主食吃法，较之西方
依旧以面包、比萨为主食的现状，可谓大不相同。

　　有历史学者分析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热爱
主食，与农业社会发展的历史有关。数据显示，
近两千年来，中国，尤其是汉族聚居的地方，
平均每 70 年就有一次大的地区性饥荒，这让人
们在脑海深处埋下了恐惧因子，因此见到能够
饱腹的粮食类食物，就会生出发自内心的喜爱。
这一观点虽未得到人类进化角度上的认可，但
从心理学来看，也有其道理所在。
　　国人对主食的青睐，更受到文化传承的影
响。比如，除夕守岁要吃的饺子，又名“交子”，
寓意新旧交替、除掉一年的晦气 ; 正月十五要
吃的汤圆，代表团团圆圆和和美美；中秋节的
月饼，是要借月抒情，表达亲情、乡情 ; 过生
日要吃的长寿面，饱含长命百岁祝福;在黔、川、
湘、赣、闽等南方地区，每逢重要节日，人们
还会将糯米蒸熟打成糍粑吃，以表吉利。

　　主食摄入显现两个极端
　　由于地域和饮食习惯的不同，我国居民在
主食摄入上存在较大差别，甚至渐渐显现两个
极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副教授范志红告诉《生命时报》记者，西北人
嗜面的饮食习惯，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营养
摄入的不均衡。“白面虽然能做出上千种面条，
但终究还是面条，特别是如今多为精米白面，
食材比起过去的五谷皆有更显单一。”
　　相比较西北人，南方人的主食摄入量少些，
但也十分单一，几乎顿顿吃大米。甚至对一些
人来说，一天不吃大米，就等于这一天没吃饭，
有时换换花样，也不外乎广东肠粉、湖南米线、
桂林米粉等，仍是大米制品。
　　此外，在部分相对封闭、物产不够丰饶的

地区，人们至今还会用各种方法制作主食类菜
肴，如酿皮、米皮、凉粉、烤麸等，蔬果肉蛋
摄入严重不足。主食吃太多且单一，就容易因
维生素、微量元素缺乏，脂肪堆积过多，导致
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等慢性病的高发。
　　与西北地区主食摄入过多不同，近20年来，
我国居民主食的整体消费明显下降，2002 年谷
类摄入比 1982 年和 1992 年分别下降 21% 和
10%，且这一下降趋势仍在继续。特别是上班族，
存在不同程度的主食摄入不足问题。2011 年，
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 5 个城市
共 1500 名白领的国内首份《中国白领膳食健康
白皮书》发布，数据显示，近四成人每天主食
摄入不足 250 克，未达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建议量。
　　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人们对主食产生了
一定程度的误解，认为它热量高，吃多了会发胖、
不健康。对此，范志红解释说：“主食负责为身
体提供碳水化合物，同时让胃有足够的饱腹感。
如果一味追求低碳水化合物，身体很快就会感
觉饥饿，让人吃进更多，反而不利于控制体重。”
　　事实上，主食中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不可
缺少的重要营养物质，对构成机体组织、维持
神经和心脏功能、增强耐力、提高工作效率有
重要意义。美国营养学会发言人马约莉 · 诺兰
科恩曾公开表示，主食是饮食的基础，低碳水
化合物饮食并不科学，可能会导致口臭、腹泻、
疲劳等。

　　聪明吃主食，给健康加分
　　尽管有着数千年历史，国人吃不对主食的
问题依旧长期存在。范志红举例说：“人们在制

作主食时，为了追求味蕾的享受，喜欢多‘加料’，
导致糖、油、盐等过量，严重危害健康。黏米
升糖指数高，以它为原料制成的食物不利于控
制血糖，古人只有过节时才吃，而现代人随时
随地都能吃到，食量也不加控制，很容易埋下
健康隐患。”
　　食物不分好坏，产生什么效果关键在于如
何吃。从合理摄入角度来看，人们每天摄入的
主食应占摄入总能量的 50% ～ 65%，此外还应
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少点细精，多些粗杂。米面加工过细会损
失大量营养，特别是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
矿物质。但由于口感更好，目前多数人的主食
仍局限在精白米面。2016 年发布的《中国成年
居民粗杂粮摄入状况》显示，我国超过八成成
年居民全谷物摄入不足。根据《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一般人群每天应摄入谷薯类食物 250 ～
400 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 50 ～ 150 克，薯
类 50 ～ 100 克，也就是说，粗杂粮应占主食的
1/3 左右。
　　重食材，轻做法。范志红建议，人们在选
择主食时，要多想想它是用什么做的，尽量让
三餐主食的食材丰富，而不是“早上吃馒头，
中午吃面条，晚上吃饺子”，看似换着花样吃，
实则没有跳出面食的圈子。“最好的主食应该是
不加糖的八宝粥，米、杂豆等全有，营养更丰富。”
　　小口吃饭，大口吃菜。“过去资源匮乏，为
了保证能量摄入，人们往往就着几根咸菜就能
吃下一大碗饭，逐渐养成了‘大口吃饭、小口
吃菜’的饮食习惯，这是十分不合理的。”范志
红强调，现代人应当提倡将菜做得清淡一些，
一大口菜配着一小口饭吃，营养搭配才更合理。

饮食营养专家：国人吃主食错误不少

　　1. 肠易激综合征这种病是一种影
响肠道的慢性疾病，症状包括腹痛、
痉挛、腹胀、腹泻或便秘等。根据肠
易激诊断标准，首次诊断前，病人症
状至少已经持续 6 个月，近 3 个月以
来病人不适症状至少每月发生 3天。
　　2. 偏头痛偏头痛发作时，头部剧
烈疼痛并可伴有恶心、呕吐或对声音
及光过敏。然而，有些偏头痛病人会
头昏眼花，有些患者病情则较轻。
　　后者更容易被诊断为其他类型头
痛。神经学专家可排除其他情况，更
准确诊断偏头痛，对症治疗。
　　3. 类风湿性关节炎该病早期阶段
与多种疾病症状相似—— —关节疼
痛或僵硬，病因具有多样性。血检可

测出体内是否存在炎 症，另外，确
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必须依靠患者既
往病史，以及医生对患者的细心检查。
　　4. 尿病很多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病
多年之后，直到出现视觉问题、手脚
麻木等症状，才被确诊。原因是很多
人对血糖偏高重视不足，不定期看医
生，更没有定期检查。口渴、饥饿、
多尿、体重突然减轻和疲劳都是糖尿
病早期症状，值得关注。
　　5. 尾炎阑尾炎典型症状包括恶
心、疼痛、脐周压痛或伴有低烧。有
些病人阑尾朝后，位置不同，症状不
一。有时病人感觉疼痛，但随后阑尾
破裂，疼痛缓解。其实阑尾破裂容易
导致腹腔感染，甚至会危及生命。 

最易被误诊的 5种疾病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越来越强
烈，对科学知识的需求也水涨船高，
于是，微信朋友圈里总能看到人们
推介的相关文章。仔细分辨，那些
转发率高、阅读量大的红火文章里，
有不少是伪科学。
　　比如最近很流行的一篇文章，
说红酒有抗癌功效，在朋友圈的推
波助澜下，很快实现了“10 万 +”
的阅读量。科学界人士赶紧对大家
进行科普：这只是一项证据力度非
常弱的小样本流行病学调查，其结
果完全无法说明“喝红酒可以增加
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存活率”，
而更多研究证明，只要喝酒，就会
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
　　遗憾的是，这篇科普文章的阅
读量不及伪科学文章的十分之一，
而阅读此前文章的人，不知会有多
少对此深信不疑，只能确定，绝大
多数转发的人是当做保健宝典推荐
亲友的。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如“人接
触多肉植物可能会有中毒风险，甚
至会引发心脏病”“冰敷能减肥”“睡
觉时手机在身边充电容易肥胖”等，
在朋友圈里均一度火热，大受欢迎，
而那些关于祛火、排毒、减肥等妙
方更是在朋友圈屡屡刷屏，混淆着

人们的认知。
　　在朋友圈转发伪科学，虽然不
会像散播谣言那样要承担法律责
任，但也不会为亲友们的健康生活
添砖加瓦，反而会误导人家的养生
保健以及治病。
　　虽然只有专业人士才有能力以
科学来揭穿伪科学，但作为一个对
社会现象有着基本认知和判断的成
年人，我们还是需要提高辨别意识，
有起码的辨别技巧。伪科学“宝典”
之所以被炮制并盛行，是一些商家、
网站、公号等迎合了大众对健康生
活需求的心理，或为推销产品，或

为博取眼球、吸引粉丝和广告，背
后都有商业利益的影子闪动。
　　因此，我们在看到一些文章的
时候，先观察是不是出自权威科学
人士的手笔，是不是主流媒体和科
普网站、公号所发，如果来自一些

“养生经济”商家，则要从消息源
上先打个问号。很多文章貌似用了
很多术语和数据，但夸大其词的语
气也印证了“反常必妖”，不需要
掌握太多科学知识也能判断“这值
得怀疑”。最近，某种植物的种子
登上“养生舞台”，很多公号都在
大推特推，称之能减肥、养护心脑
血管、治疗糖尿病等，简直就如灵
丹，而一位网友的留言就很有趣，
他用同样夸张语气列举了大白菜富
含的营养成分、养生作用以及服用
方法，幽默地揭穿了对方的伎俩。
　　我们希望，科学界人士多多关
注这一领域的热点话题，和媒体联
手帮助公众判断真伪，多学科学知
识，树立科学意识；也希望有关部
门对网站、公号随意发布伪科学文
章的行为多加监管，尤其要查处带
有虚假广告性质的文章。而我们自
己也是能做些什么的，提高辨别意
识和能力，不要把毫无益处的“科
学知识”带到朋友圈。

让伪科学离朋友圈远一点

警  钟警  钟
中国代表在“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上提出“中国方案”

     新华社罗马 2 月 8 日电（记
者王星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
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
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左图）
7 日在“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
发言时提出“中国方案”，倡议由
世界卫生组织牵头，成立对成员国
进行器官移植监管的特别委员会。
    黄洁夫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2007 年中
国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2011 年把器官买卖和非自愿摘取
器官纳入刑法调整范围，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司
法途径来源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
为唯一合法来源；中国还制定了系
列配套政策，成立了人体器官捐献
与移植委员会，推动器官捐献与移
植依法规范开展。他表示，中国遵
循国际公认的伦理学原则，结合国
情推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实现
器官公正分配和可溯源管理，充分
保障捐献者和接受者的权利，走出
了一条体现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实
际的器官捐献与移植道路，向全世
界提供了中国模式。作为本领域资
深学者，黄洁夫向与会专家学者展
示了大量专业数据，表明中国已建
成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监管体系。
    黄洁夫在谈及中国的监管模式
时指出，过去每年有很多外国人到

中国来尝试“器官移植旅游”，
2009 年中国禁止这类旅游后，情
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国家卫生计生
委对器官移植医院进行了有针对性
的、事先不通知的飞行检查，对器
官移植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配合执法机关打击非法器官移植。
    据黄洁夫介绍，在过去的 10
年中，中国共破获器官移植“黑中
介”32 个，捣毁 14 个非法器官移
植窝点，立案调查 18 所医疗机构，
抓获犯罪嫌疑人 174 人，吊销了
50 名涉案医务人员职业证书并判
处有期徒刑。黄洁夫强调，中国对
于禁止器官贩卖和器官移植旅游的
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坚信解决相关
问题的关键在于立法和执法。他表
示，此次峰会的内容将成为中国立
法和执法的重要参照。由梵蒂冈教
皇科学院举办的本次峰会为期两
天，联合国、欧盟及世界卫生组织
代表、多位宗教界代表、伊斯坦布
尔宣言组织成员、全球多国器官移
植协会主席以及来自约 60 个国家
的专家和学者等参加会议。受举办
方邀请，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
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
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和中国人体
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负责人
王海波出席会议，并与代表分享器
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中国方案”。

“中国声音”世界不能忽视

错误的指控和影射。他气愤的质问，
应当问问散布这些谣言的人，他们
的证据何在，良心何在？
　　事实证明，所谓的“活摘”是
邪教法轮功制造的一个谣言，是他
们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和骗局，目
的在于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掩盖
其邪教面目。
　　事实上，中国的器官移植改革
及取得的成就已取得了国际社会的
普遍认可，一个公开、透明、公正
的人体捐献与移植系统正在逐步建
立。正是在香港召开的第 26 届国
际器官移植协会大会上，中国国家
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
作为唯一受邀嘉宾在本届大会上作
了主旨发言，介绍了中国政府的做
法和理念，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评
价，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已融
入国际社会，与世界接轨。这从另
一个侧面也有力地驳斥了法轮功的

荒谬指控。
 　　中国是个法治国家，中国政
府尊重和保障人权。人体器官买卖
在中国被明令禁止，违反者将受到
法律的制裁。中国有着严格的刑事
法律制度，更不会大规模“屠杀”
所谓“良心犯”。这些只不过是一
小撮反华势力对中国的肆意诬蔑。
中国受益于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
也愿意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新改版的《警钟》报今天正
式和大家见面了。从创刊之初到
现在，《警钟》报历经了十年的
风雨历程，先后两次改扩版，得
到了广大读者的关心与支持，使
之健康地“成长”。
        《警钟》报自创刊以来，就
始终坚持揭批“法轮功”等邪教
组织和西方反华势力反动宣传的
罪恶本质，宣传党和国家防范处
理邪教问题的方针政策，教授广
大居民群众认清邪教本质，防范
抵制邪教拉拢的基本常识为办报
宗旨，自觉站在崇尚科学、反对
邪教的警示教育工作最前线，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得到了广
大居民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首期《警钟》报版面规格为
A3，对开四版，黑白印刷 ，内
容设置为揭露“法轮功”邪教组
织的真面目、批驳西方反华势力
的反动宣传、探讨健康人生等几

个方面。每期用稿字数约在
5000 字左右。
        2013 年 7 月，《警钟》报进
行改扩版，从 A3 规格扩大到
A2 规格，版面增大，黑白印刷
升级为彩色印刷，内容也在原有
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其他如“全能
神” 、“血水圣灵”等邪教组织
的揭批，同时增加了版面上对图
片的处理，突出视觉效果。
        本次改版《警钟》报由 A2
规格升到 A1 规格，着重增强了
稿件时效性，版面上的文字图片
更加丰富多彩，同时特别注重与
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平台的紧密
结合，加入微博微信的二维码扫
描，扫扫即可关注最新的反邪教
动态。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
将努力工作、牢记责任、不辱使
命，将《警钟》报办得更好，发
挥其更大的作用。

写在改版之际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