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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2月下旬，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 

已超过二亿六千五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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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建设的障碍是什么 

求救者孙毅在北京中油测井公司

任职，2001 年 9 月底，因修炼法轮功

被公司除名。此后十余年间，他多次

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和广州几个看守

所、劳教所、洗脑班，遭受“野蛮灌

食”、“穿针”等酷刑迫害。2008

年 2 月被判劳教，在沈阳马三家劳教

所二所八大队和一所三大队被关押 2

年 7 个月，每天被迫从事 15 个小时

的奴工劳动，他曾将 20 余封求救信

塞进出口万圣节的装饰品中。期间他

还遭酷刑折磨，包括野蛮灌食，被长

时间“抻床”、“上大挂”、 “上开

口器” 、“绑死人床” 、“关小号”。

他说，开口器是医疗器械，给你长期

用开口器撑开嘴，拿下时嘴闭不上，

下巴合拢不回去；同架子床一样，任

何东西都能被用作刑具。 

一封藏在万圣节装饰品套装中

的匿名求救信，将沈阳马三家劳教所

的奴工迫害置于国际媒体的聚光灯

之下。写这封信的求救者孙毅——在

马三家遭受酷刑迫害最严重的人之

一，于近期逃离中国。 

“先生：如果你购买了这个产

品，请帮忙转送这封信给世界人权组

织。这里处在中共迫害之下的数千人

将永远感谢并记住您。……”2012

年 10 月，这封藏在万圣节装饰品中

的求救信辗转到了美国，震惊了国际

社会。美国俄勒冈州凯斯女士发现了

这封信，她将求救信照片放到社交网

页上，当地报纸做了头版报导，美国

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下属的国土

安全部门开始启动调查。中共劳教制

度及其酷刑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孙毅指出，虽然目前劳教制度已经 

废除，马三家等劳教所也已解体，但仍

有许多法轮功信仰者，遭到中共监视、

监控，迫害并没有停止，滥权执法已经

到了超乎常识的程度了。而现在全方位

的监视设备、网络控制和封锁、电话窃

听技术，系统化的酷刑，在中共专制下

都被用来迫害其它群体，使中国民众的

人权状况和生存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

狭窄。这一切都越来越使社会成为一个

装备齐全的大劳教所。 

孙毅表示，如今虽已逃出牢笼，但

想想那些已经被判刑、即将被判刑及还

在被关押的同修，想想给我辩护的江律

师“被失踪”后没有任何音信，心里真

是难受不已，他呼吁国际社会对于被中

共迫害的法轮功信仰者给予高度关注。 

 

在当今中共的意识形态下，中国

实现“依法治国”的障碍是什么？首

先共产党从来就没有不变的原则，从

“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到江泽民后期的“以镇

压法轮功为中心”；从社会主义“公

有制”到“（中共权贵）私有财产”。

就象汉朝思想家董仲舒所说的“法制

数变，下不知所守”。更关键的是，

共产党的所谓法律从来不以伦理为

中心，而是以利益为依归，而利益的

变动也必然带来法律的随时更变。 

其次，共产党的法律制定原则不

是以“爱”出发，而是以“恨”为基

点；其目的不是为了维护社会公正，而

是为了维护中共的集团利益。共产党

鼻祖马克思曾毫不讳言地说，“法是

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统治

的工具”。那么，只要民众挑战了中

共的利益，随时制定法律来镇压和对

付，在共产党的法律体系中就是必然

的，也是“正当的”；哪怕你是失业

工人、失地农民，转业军人、维权律

师，或者是哪个象雷阳般的倒霉小民， 

都不免成为镇压的对象。共产党的法

官和检察官们会用赤裸裸的大白话

告诉你，“法院是共产党开的”，这就

是中共“法的精神”。这样的法律不

但变化无常，更形同虚设。 

第三、共产党这种基于“阶级统

治的工具”的法律，造成了数不清的

冤案，也成为所有继承共产党名号者

所背负不动的血债。据中国现代史学

者们记载，中共制造了八千万到一亿

的冤魂。因此从“杀人偿命、欠债还

钱”这一最基本的人类常识出发，如

果要厉行法治，首先就面临着中共官

员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问题。若有人要

追究以前的血债，从而危及了中共统

治，也必然成为后续镇压的对象。因

此共产党的血债是不断叠加的，“法

律”更是叠加血债的一把屠刀。就连

在处置周永康之前，都要先把“执法”

的政法委降级，同时绕过它进行调查，

否则调查者都会被政法委所宰。所以

真要厉行法治，实行过程中须清除共

产党内的血债帮的阻挠，废除政法委

等，否则法制建设必然寸步难行。 

 

2017 年 

3 月 
 

退出党团迎新生 

我退休前，从事过政府法规方

面工作，那时就发觉共产党是很坏

的，很多制定的法规，其本质都是

为了共产党的利益，根本就不是为

了人民大众的。有一次，因为一些

不合理规定也牵扯到个人的利益，

为此和单位理论，并大吵一场，那

时就提出要退党，最后由于单位书

记怕影响太大，被压下了没退成。 

我现在明白了共产党迫害法轮

功的真相，也认清了共产主义是个

邪教，因此正式声明退出加入过的

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与其有关的

全部誓言作废！当战友让我自己起

个化名时，我想了很久很久，我觉

得用“新生”这个名字比较合适，

开始新的生命。之后也会认真看看

《九评》，努力从思想上和共产党

撇清关系。(声明人：新生) 

来自马三家的求救信 揭惊人酷刑内幕 

＊免翻墙网址＊ 

http://d.sh22.us 
http://m.sh22.us/tv 

看完这些视频、报道，你会震惊，

原来这么多事被蒙鼓里、被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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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加入其党、团、队的人，

都要求向党旗、团旗、队旗宣誓。以

入党誓词为例，其中最核心的一句话

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入团

和入队的誓词，虽然没有直接这么

说，但也都有类似的话。也就是说，

中共要求加入它的所有成员（特别是

党员），发誓把一生献给它。不知您

有没有想过，那可是一句要人命的

“毒誓”啊！ 

共产党的前身，是光照帮，光照

帮的前身是撒旦教，撒旦教的教义主

旨源头是撒旦，撒旦是仇恨上帝、毁

灭人类的魔鬼。那么，当您举起拳头

（手）向中共宣誓的时候，是谁在听

您的誓言呢？是挂在面前的那面旗

子吗？是党、团书记吗？是少先队辅

导员吗？其实，真正听您宣誓的，是

藏在共产党背后、肉眼看不见的魔鬼

撒旦。共产党要求加入者必须宣誓，

连小孩儿都不放过，等于叫大家与魔

鬼撒旦订立了生死契约，发毒誓要把

一生献给它！等同于稀里胡涂地把自

己的宝贵生命交给魔鬼。 

据高人所见，凡是向中共（撒旦）

宣誓的人，身上都被打了印记，印记

多数打在额头。更可怕的是，撒旦还

通过附体，吸收成员的生命能量。而

当上天最后要收拾撒旦和中共的时

候，所有中共成员，都会成为陪葬品。 

在中国古代故事里，发誓应验并 

不少见。《隋唐演义》中罗成和秦琼

发誓的故事便是例证。他们哥俩互相

传授武艺，罗成发誓：如果我没教完

罗家枪，就被乱箭射死；秦琼则发誓：

我如授不尽秦家锏，当吐血而亡。罗

成在教秦琼的时候，偷藏一手“回马

枪”；秦琼在教罗成的时候，则暗留

一招“杀手锏”。人间立誓，上天有

眼。在后来的一次战役中，罗成果然

被乱箭射死；而在《薛仁贵征东》中，

病重的秦琼为争夺帅印领兵出征，在

举石狮的比赛中，吐血而亡。 

再看当代实例：上世纪 80 年代，

某地一农户攒了一点钱，借给别人，

想挣点儿利息。到对方还钱时，因农

户不小心记错了帐，结果少还了 50

元本钱，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隔天，

农户找借钱人算帐，那人却死活不

认，还指天指地的发誓：如有半句谎

言，就让自家包的稻地赔个老底朝

天，房子着火，女儿不正经。由于农

户拿不出证据，只得自认倒霉。到了

秋天，那家人的房子莫名其妙着火

了。过了半个来月，他家包的稻田赔

了，全村丰收，唯独他家赔钱。后来

他家经济困难，两个女儿先后辍学外

出打工，据说都在从事不正当行业。 

“举头三尺有神明”。毒誓绝对不

能乱发，那么怎样才能解除？唯有三

退，退出党、团、队组织，跟中共（撒

旦）脱钩了，便能解除毒誓保平安！ 

 

你把毒誓发给了谁？ 

国内一位三退义工经常给乡亲

劝“三退”。一次，和一个工友聊起

三退大潮，这名工友提到，他曾遇到

一位年近九旬的老者，给他讲了一件

往事：老人十六、七岁时，红军长征

（即北上大逃亡）时路过他们家乡，

因受其鼓动而加入了那支队伍，不久

还混了个小班长。在那里呆得时间一

长，就觉得这帮人咋就不对劲呢，明

的宣传一套，暗中又另做一套。老者

讲了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有一天的

夜晚，连队突然接到了上级的命令

说：“今晚有特殊任务，要搞一次政

治攻势。”随后拉来一车国军装备，

又经过一番动员、布置，让我们全连

人换上国军的军装和装备，摸黑到了

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里，二话不说就

闯入民宅去奸淫抢夺，胡闹了一通回 

去了。第二天，又换回八路军军装，

仍然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声

嘹亮。 

老者说，事后我就想，这上级领导

咋就这么损哪！叫我们当兵的去干这

种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儿，来栽赃陷害

国民党军队。这共产党还能成什么大

器？于是我就不愿再呆下去了。几天

后我就向连长请假，谎称有人带信来

说家里老人病重，得回家一趟。从此

我就再也没回去。最后老人说：“没想

到这帮缺德货还真得势了。嗨！真造

孽呀！看看中共这几十年来搞的这些

整人运动，可真是流氓得势，国人遭

殃啊！”这个工友讲完了老者的故事，

说：共产党是什么东西，不用你说，

我早就知道。我要退出它的组织，咋

退都行，我都同意。 

悲剧与反思 

韦君宜曾是中共文坛上的女

名人，是参加过“12.9 运动”的那

批老革命，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社长兼总编。当年，她父亲认为这

个长女是栋梁之材，要送她去美国

深造，没想到她跑出校园，义无反

顾地奔向中共。然而在延安整风

时，丈夫被打成特务，一岁多的女

儿夭折，她称之为延安整“疯”。

文革期间，丈夫被打残、上小学五

年级的儿子被红卫兵打傻，熟人、

朋友被打成特务、反革命，有的被

迫自杀、有的遭酷刑致残，她自己

一度精神失常。文革后，她不得不

在痛苦中反思，动笔写《思痛录》。

韦君宜审视自己，追随马列一生，

从天真闺秀、清华才女、激进学生、

知识女性、党刊主编、精神病患者、

落魄“走资派”、到病床上的干瘪

老妪……一生在碱水、泪水、血水

中都浸泡过了，所信仰的共产主义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韦君宜曾对

女儿说，当年准备好了牺牲一切，

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

良心。《思痛录》于 2013 年再版时，

又增加了 11 万多字的内容，并且

反共产党独裁的观点十分鲜明。 

80 年代，一名老同学的话令韦

君宜震惊不已。《思痛录》记载：

有一人在美国见到了几位世界知

名的美籍华人的老科学家，在世界

地位极高。其中一个说：我是

“12.9”那时的学生，说老实话，

我只是一个中等学生，一点也不出

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的，是

那些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

不投奔共产党，那成就不知要比我

高多少倍！我间接地听到了这位远

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他说的

全是事实。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

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学生，日

后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

但是我们把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

了共产党。韦君宜苦苦追求了一辈

子，却在眼泪干涸之时方大彻大悟。

她写在丈夫墓志铭上的最后一句

话是：既悯其遇，更悲其志。《思痛

录》从一个侧面令人们思考，你想

重复如此悲剧一生吗？为何要把

自己的一生、包括良心都卖给共产

党呢？“三退保平安”是不是很有

现实意义的一件事呢？ 

共产党是什么东西 我早就知道 


